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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 无线数据终端 DW09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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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衷心感谢您选择使用 DW09！

DW09是一款基于卫星定位技术、智能运动传感器技术

和 GSM 通信网络技术而设计的穿戴式个人智能终端，结合

网络服务平台和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可广泛地用于特殊人

群的安全管理，具有智能卫星实时定位、智能紧急呼叫、

智能告警、智能迷路寻觅、智能日运动量测评、智能活动

分析等功能，真正实现一机在身，安全放心。

为了更好地使用您的 DW09，我们建议您仔细阅读本使

用指南，以便充分使用终端、平台、客户端所具备的各种

功能。

信息安全

本设备仅限用于正常的爱心关怀、照管使用，由于使

用不当导致个人位置信息泄露或被人非法利用等造成的损

失一律与本公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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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图

（图片仅供参考，外形、颜色请以实物为准）

包装清单

1.主机 1台

2.专用数据线 1条

3.产品说明书（内含保修卡）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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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示意图

充电口

复位孔

喇叭指示灯 挂扣

卡座插口

下侧键

麦克风 SOS 键

上侧键

功能键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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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准备

安装 SIM 卡  充电  开机  注册绑定

安装 SIM 卡和存储卡：

图示 1

关机状态下，使用取卡器探入机身左侧卡座插口，向下按

压后取出卡槽，将 SIM 卡、SD卡按正确方向（金属面向上）

放入卡槽位置，按图示 1放置后推入设备即可。

注意：本设备不支持热插拔 SIM 卡和 SD卡，如在开机状态

下安装 SIM 卡和 SD 卡，请在安装完成后关机并重新开机。

充电：产品首次使用前请务必先充满电（大约需要 2 小时）。

利用产品附带的数据线，一端插到设备的充电口中，另外

一端插到充电器的 USB 端口中，指示灯红灯常亮，表示已

经开始充电，充电完成后，指示灯变成绿灯常亮，表示电

池已经充满电，请及时拔掉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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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长按设备正面的 SOS 键，即可听到开机语音提示，

开机后顶部指示灯绿灯慢闪，开机完成。

关机：本产品仅在未识别到 SIM 卡或不能呼出通话时，可

长按正面 SOS 键关机，关机时可听到关机语音提示。

注册绑定：可以通过登录手机 APP 注册绑定上线。具体方

法请详见手机 APP 中的注册指引和说明。

关闭：为避免运动时肢体碰触导致意外关机，所以本产品

设计为需使用针状物探入机身右侧的复位孔才可结束本产

品工作状态。

佩戴：建议挂于颈部，利于设备感知的准确度。

指示灯：

指示灯绿灯慢闪：开机状态。

指示灯红灯慢闪：低电量状态。

指示灯蓝灯长亮：FM 或 MP3 工作状态。

指示灯红灯长亮：充电状态。

指示灯绿灯长亮：充电完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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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APP 下载安装

IOS 操作系统：

1、在 AppStore里面搜索“波导智能卡”。

2、打开链接下载 APP 安装包。

3、完成 APP 安装。

Android 操作系统:

1、扫描二维码或登陆网址下载。

网址：http://card.chtbdt.com；

2、完成 APP 安装。

Android APP 下载

手机 APP 登录

1、 注册用户：请用手机号注册波导智能卡账号。

2、 登录：用波导智能卡账号登入。

3、 登录前请确保您的手机已连接到互联网。打开波导智

能卡 APP，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APP 成功。

http://card.chtbd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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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APP 功能

用户中心

1. 设置用户信息及基本功能参数。

2. 终端管理: 可以按提示添加终端设备，可以查看我关注

和我管理的设备。

首页功能

1. 登录 APP 后，在首页可显示当前终端所在位置和状态信

息。

2. 轨迹查看：进入地图界面后，点击“轨迹”按钮可选择

时间点查看所在位置。

3. 围栏:设置终端活动的范围,如果超出范围,则会在消息

中心收到报警消息。

4. 呼叫：呼叫终端。

5. 远程监听：在 app 端操作终端设备，发送指令如关闭设

备。

6. 终端设置,可以设置终端的头像,设备名称,终端电话号

码,闹钟,亲情号码,友情号码,免打扰,定位时间间隔。

7. 切换终端,可以切换当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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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通话功能

用户可通过手机 APP 或网页设定亲情号码，可按照 APP 或

网页相关提示设定操作。

设定亲情号码后可长按本产品正面“1”或“2”、“3”、“4”

键，可呼叫对应设定的号码。

当有亲情号码呼入时会有铃声提示，此时可按上述按键中

的任意键即可接听，如短按“1”键。

通话时可使用 SOS 键结束通话。

SOS 紧急告警

待机时长按正面 SOS 键，并开启紧急告警功能，逐个呼出

已绑定的亲情号码，首个未接通则自动呼叫下一个亲情号

码，直至接通电话或呼叫完所有号码。

收音机功能

长按上侧键，即可开启 FM 收音机。播放时短按 “1”、“3”

键可切换电台，短按 “2”、“4” 键可调节音量。播放时

短按上侧键或下侧键，可关闭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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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 功能

长按下侧键，即可开启 MP3 音频播放。播放时短按 “1”、

“3” 键可切换音频文件，短按 “2”、“4” 键可调节音

量。播放时短按上侧键或下侧键，可关闭播放器。

注意：播放器是播放 SD卡中的音乐文件，请在播放前确认

已放入可识别的 SD 卡，并将 MP3 音乐文件保存到 SD 卡中

名为“My music”的文件夹里。

定位功能

本产品具有定位功能，定位快速准确。登陆手机 APP 或平

台网页可轻松获知佩戴者的具体位置。

其它功能

从手机 APP 或网页可设置和使用更多功能：如定时提醒、

活动查询、免打扰设置等功能（计步功能仅支持个别版本）。

使用帮助

终端的更多功能以及手机 APP更新信息请参考手机 APP

中的帮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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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问题 解决办法

设备

离线

1.SIM 卡欠费

解决办法：给 SIM 卡充值保证足够余额。

2.未注册捆绑

解决办法：输入相关信息完成注册捆绑。

3.主机关机

解决办法：检查是否需要充电或按电源键开

机。

4.主机功能异常

解决办法：使用针状物探入机身右侧充电口下

方的复位孔，向下按压后再长按 SOS 键重新开

机。

定位

失败

1.请确认所在区域已经开通 GPRS 业务

2.检查终端是否开机。

忘记

密码

请拨打本公司售后服务电话，由服务人员帮您重

置密码。



11

SAR

移动电话的电磁辐射使用比吸收率(SAR)的测量单位。根据国家

标准，SAR 的限值为 2.0W/Kg。SAR 测试时以标准操作位置使用移

动电话，移动电话以最高功率级发射。尽管 SAR 被确定时是使用

最高功率级，在使用中移动电话实际的 SAR 可能会低于最大值。

这是因为移动电话被设计为使用所需的最低功率来连接网络。通

常，越接近基站，移动电话的输出功率越低。

本产品电磁辐射比吸收率(SAR)符合国家标准 GB 21288-2007 的要求。

SAR 值在各种位置会有一定差异，它们都符合国家规定的限值要

求。请注意本产品的改进可以引起在以后产品的 SAR 值的差异；

在任何情况下，产品必须被设计为在标准限值以内。

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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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在使用手机时，必须遵守为保护使用者及所处环境而制定的安全条例。

交通安全

·除非有紧急情况，如果未安装确保安全和活动自由的免提装置，在

驾车时请不要使用手机，为确保集中所有注意力于驾驶，请停到安全

的地方再使用手机。请遵守有关法规。

·没有足够保护的情况下，汽车中的某些电子系统可能会受您手机发

射的电波影响。

·建议只在有外部天线的汽车中使用手机。

·只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才能将您的手机安装在您的汽车上。

飞机安全

·登机前请关闭手机，因它影响飞机操作和整个蜂窝网。飞机上使用

手机是非法的，违反这些安全条例会被起诉或引起网络拒绝服务。

环境安全

·切记在任何地方要遵守现行的特定规章制度，在禁止使用手机的地

方，或可能造成干扰或危险时，一定要关机。

·使用任何无线传输设备，包括蜂窝电话，都可能会对保护不当的医

疗设备产生干扰。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可向医生或医疗设备

制造商查询。

·您的手机可能会对助听器、起搏器等医疗电子设备产生干扰。请遵

守医生或医疗设备制造商提供的建议。

·在有可能引起爆炸的任何地方，如加油站、化工厂等，建议用户关

闭手机。遵守有关使用无线设备的限制规定。

系统更新安全

本手机通常执行授权的操作系统更新。

如果操作系统更新不是授权的，可能导致更新的操作系统不符合移动

智能终端安全能力要求，存在系统信息安全方面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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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及保修服务

本产品的使用安全注意事项：

· 请将产品及所有配件放置在远离儿童可能碰触的地方。

· 请将机体远离高温，高温会缩短电子仪器的寿命，使塑

胶熔化并损坏电池。

· 请勿企图将机壳打开或解体，非专业的拆卸可能会造成

机体损坏。

· 请勿使用强酸或强碱性的清洁剂清洗机体。

· 只使用 DW09 原装配件。

· 本产品正常使用条件下的保修期为一年，凭购机发票及

相应保修卡享受保修服务，但违反以上条款将会导致保修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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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卡客户资料

姓名： 地址：

购买日期： 电话：

产品型号：

经销商印章序列号：

备注：

维修记录

维修日期：

故障情况：

维修地点：

维修结果：

维修人员签名：

维修记录

维修日期：

故障情况：

维修地点：

维修结果：

维修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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