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wer TALKIE使用说明书Power TALKIE使用说明书



产品及配件产品及配件

PT01

Power TALKIE机体X2 天线X2

随配附件

Power TALKIE使用说明书
USB数据线X2 说明书

Power TALKIE使用说明书

二维码卡片

产品及配件产品及配件

PT01

Power TALKIE机体X2 天线X2

随配附件

USB数据线X2 说明书

Power TALKIE使用说明书

二维码卡片

1



初次安装

PT01

天线X2

安装天线

握住天线底部，对准PT顶
部的连接头顺时针转动，
直至拧紧。

充电器连接

打开底部防水胶塞，在
USB输出口塞插入USB数
据线可以给电子设备充电
，通过MicroUSB给设备
充电 。

注意：使用前请确保天线已
经正确安装，未装天线时发
射可能会损坏发射部件。

二维码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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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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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扣

USB输出口

功能介绍

功能一：文字聊天
       在没有手机网络和wifi的情况下，通过手机APP发送
文字信息。
功能二：语音聊天
       在没有手机网络和wifi的情况下，通过手机APP发送
语音信息。
功能三：实时对讲
       在没有手机网络和wifi的情况下，通过手机APP实现
语音实时对讲。
功能四：群聊
       在没有手机网络和wifi的情况下，通过手机APP实现
多人文字和语音交流。
功能五：位置共享
       在没有手机网络和wifi的情况下，通过手机APP分享
个人所在GPS位置信息。
功能六：SOS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发送位置信息给周围使用PT的
人。
功能七：给手机充电
       内置6000mAh电池，可以待机7天，也可以跟其他
设备充电。

3

功能介绍

功能一：文字聊天
       在没有手机网络和wifi的情况下，通过手机APP发送
文字信息。
功能二：语音聊天
       在没有手机网络和wifi的情况下，通过手机APP发送
语音信息。
功能三：实时对讲
       在没有手机网络和wifi的情况下，通过手机APP实现
语音实时对讲。
功能四：群聊
       在没有手机网络和wifi的情况下，通过手机APP实现
多人文字和语音交流。
功能五：位置共享
       在没有手机网络和wifi的情况下，通过手机APP分享
个人所在GPS位置信息。
功能六：SOS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发送位置信息给周围使用PT的
人。
功能七：给手机充电
       内置6000mAh电池，可以待机7天，也可以跟其他
设备充电。

4



初次使用

PT01

扫描二维码或在应用商店搜索power talkie
并下载并安装PT的客户端。

确保PT为开机状态，开启应用，并同意获取权限
要求（开机指示灯快速闪烁，直到连接上手机指
示灯恢复正常）

长按3秒开机，轻按关机
长按5秒复位

长按5S发出求救信号

SO
S

（扫描二维码卡片上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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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登录

扫描二维码或在应用商店搜索power talkie
并下载并安装PT的客户端。

确保PT为开机状态，开启应用，并同意获取权限
要求（开机指示灯快速闪烁，直到连接上手机指
示灯恢复正常）

● 初次使用请注册账号（需在有网络的情况下注册，无网
络直接使用游客模式）
● 点击注册用户进入到账号注册页面
● 点击游客登录跳过账号登录直接进入APP
● 已有账号在有网络的情况下直接输入账号和密码直接登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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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账号注册

● 输入常用邮箱
● 输入密码
● 再次输入密码
● 点击“注册登录”注册账号

7



设备连接

1.进入APP。
2.点击“个人”。
3.点击“设备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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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连接

1.查看对讲机背面的ID号码。
2.在APP中单击相同的ID号以连接Power Talkie。

PT01-806FB0AC52EF

9



常见问题

问题：1、登入异常
答：①、检查网络是否正常连接
    ②、检查密码是否正确
    ③、检查登入账号是否被其他用户登入使用 

问题：2、设备连接异常
答：①、查看设备指示灯是否1S闪烁在配对状态
    ②、查看手机是否打开蓝牙
    ③、检查设备和手机连接是否超出蓝牙有效距离

问题：3、发送信息异常
答：①、查看APP设备匹配是否连接该设备蓝牙
    ②、确保好友正常连接
    ③、检查发送距离是否超出了通讯有效距离
    ④、检查好友是否在接受状态

问题：4、充电异常
 答：①、检查电源或USB连接是否正常
     ②、开机充电查看指示灯是否闪烁状态（开机充指示
灯在闪烁为正常，关机充电无任何提示）

问题：5、收到信息无声音提示
  答：①、检查通知设置是否打开
      ②、检查手机声音是否打开
问题：6、无法查看到附近的人
  答：①、查看好友位置共享是否打开
      ②、查看附近的人需要等待1分钟
      ③、检查对方是否在接受广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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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参数

产品基本规格参数

产品型号：PT01
功率：2W
频段：详见APP
电池类型：聚合物锂电池
电池容量：6000mAh
工作温度：-20℃-60℃
充电温度：0℃-40℃
电源接口：Micro USB
输出接口：USB
输入参数：DC 5V2A
输出参数：DC 5V2.4A
额定电压：3.8V
无线连接：蓝牙4.2 BLE
产品尺寸：196x72x26mm （天线长度100mm）
产品净重：233g
接收感应灵敏度：-116dBM
三防等级：IP67
传输距离（点对点）：
密集的地区（ 城市，森林）：最大能达到3KM
开阔的地区（高山，海边）：最大能达到6KM
没阻隔的视线（山顶之间）：最大能达到3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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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由于PT发射可能影响电子或者医疗装置，请勿在本场
景中使用本机

● 医院、携带心脏起搏器的人士周围及其他的医疗装置附近
● 加油站等易爆场所，（易燃气体，粉尘，金属粉末以及，粒
状粉末等环境）；
● 飞机上（以及其他易被干扰的电子设备附近）；
● 其他任何张贴有关于无线电设备的限制或警告的场合  ；

如本机出现如下异常情况，请立即停止充电或者使用
，并关闭对讲机电源，联系售后部门。

● 如果主机或者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冒烟或者发出异味，请立
即关闭本机，并拔出电源插头，以防造成发热，燃烧，火灾，
甚至爆炸。

其他注意事项

● 请勿，将本对讲机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或者放在加热器附
近；
● 请勿在电视或者收音机附近操作本机，（对讲机，电视或者
收音机会出现无线电干扰）；
● 请勿拆解或者改装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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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保修政策

保修政策

自购买之日起，在保修有效期内，产品出现性能故障，消费者享
受免费维修服务，保修服务有效期为一年。

非保修政策

产生以下情况的，但不仅限于下列情况，属于非保修范围，需要
付费维修：
● 未经授权人员的私自拆动，修理，改装，误用滥用进液事故，
使用非原装配件所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 超过保修有效期；
●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 因个人原因导致本产品及其配件产生所列故障；
● 未按照使用手册的要求使用保养及调整造成的任何损坏；
● 其他非产品本身设计制造，质量等问题而导致的故障和损坏。

售后服务

在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如有关使用维护，保养安全等问题，咨
询你可以通过，经销商或者登录官网了解详情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使用手册

更多power talkie信息请访问官网
ｗｗｗ.ptalk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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