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m/F5m 行动平板计算机产品特色

1 网络摄影机指示灯及网络摄影机(选配)
2 麦克风
3 功能键
4 Motion控制台
5 箭头键
6 电池容量指示灯
7 B键
8 A键
9 触控显示屏
10 扩充底座接口

11 触控笔绳连接处
12 音量键
13 触控笔插槽
14 风扇盖
15 电池
16 卡片阅读机 (选配)
17 Micro-3FF SIM 卡插槽 (须移除电池)
18 扩充底座指示
19 电池锁扣
20 电池电量按钮
21 电池电量指示灯
22 后置镜头 (选配)
23 喇叭
24 后置头闪光灯

25 USB 3.0 埠
26 电源孔
27 Windows® 键
28 防护键
29 指纹辨识器
30 电源键
31 条形码扫描仪 (选配)

使用者操作文件: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us/support/userdocs
User documentation: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us/support/userdocs
Documentation utilisateur :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fr/support/userdocs
Benutzerdokumentation: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de/support/userdocs
Documentación del usuario: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es/support/userdocs
Documentação do usuário: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pt/support/userdocs

开始使用 Motion® C5m/F5m 行动平板计算机
开启与关闭电源

触控笔使用方法

检查电池电力

按下C5m/F5m Tablet PC右上方之电源键可开启电源.

与传统计算机不同，使用移动平板计算机时是使用

您可以依照以下方法检查电池剩余电量

触控笔而非键盘与鼠标。Motion公司提供的触控笔

• 开启Motion控制版，选择电源(Power)即可看到剩余电量

配备有压感式笔尖、擦拭与功能键。按下触控笔上的

• 由Windows系统右下角的通知区中选择电源指示符号来察看目前电源状态。

功能键即等于传统鼠标之右键。

电源指示符号会有以下两种情形：

您可以透过Windows操作系统关机:选择”开始”
选单，点选”关机”选项即可关机。若Windows
操作系统无响应，也可长压电源键五秒强制关机。

-若系统正在使用室电(插头)则符号为：
-若系统正在使用电池 则符号为：

休眠

当计算机正在使用电池时，电池指示灯会显示目前电量：当剩余电量低于25%为一格琥珀色灯号；

若您需要暂时离开或暂时停止操作C5m/F5m请将系统

擦拭

进入休眠模式以节省电池消耗。当您返回继续操作时

功能键(右键)

，系统能立即被唤醒且回复到与您离开时完全一样的
状态。
要让系统进入休眠模式，请轻压放电源键下；如果要
将系统由休眠模式中唤醒，请再压一次电源键即可。
备注: 如果电源键灯轻闪即表示系统目前在休眠状态。

电量为50%则为两格绿色灯号；75%为三格绿色灯号；100%为四格绿色灯号。

笔尖

4个绿灯

75%-100%完成充电

3个绿灯

50%-75%完成充电

2个绿灯

25%-50%完成充电

1个绿灯

低于25%完成充电

闪琥珀色灯

电池电量过低请立刻充电

电池指示灯

锁定及解锁
想锁定或解除锁定您的C5m/F5m,请按下系统右侧
的防护键。

使用触控功能
C5m/F5m配备十点触控，表示使用者可以使用手指

电池使用诀窍

直接点击以选择选项、开启档案、缩放画面、卷放

• 尽量使用AC电源(插头) 。当您使用AC电源，C5M/F5M的电池也会同时进行充电。.

网页或文件页面…等等。

• 当您暂时不使用计算机时请将它设置在休眠状态。

触控功能等同鼠标功能，单击为点选，双击为选择

• 请尽量关闭不必要的背景程序。

或执行。

• 当您不使用计算机时请利用Motion控制面板关闭无限网络. 选择”无线(Wireless)”

小诀窍: 如果想要用触控功能进入到鼠标右键选单，
使用您的手指轻压屏幕直到画面上出现圆圈的符号
然后移开您的手，选单即会出现。

然后将欲关掉项目前的勾选符号取消。
• Se将屏幕设定成在特定时间为使用后则自动关闭。打开Moti on控制面板，进入”显示”(Display)选项，
点选”显示屏”后由下拉选单设定屏幕进入关闭状态的时间。这样做可以有效延长电池寿命

若您发现触控功能未如预期的执行功能或者出现您
并未要执行的功能，可以重新设定触控功能选项已

• 当您使用无线网络时，请尽量减少检查电子邮件的次数，大约间隔半小时或更长的时间 这样可以减少电力
的消耗。

达到最优化的触控效果。如欲执行此功能请点开

• 当您确知所区域不提供无线网络服务请即关闭无线网络功能。

Motion Dashboard， 点选 Pen&Tablet选项

• 每个月请至少保养您的电池一次：让计算机使用电池做为供电来源且至少将电池的剩余电力消耗到低于20%。

/Touch Settings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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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m/F5m正面按钮使用与功能

无线网络设定

您可以使用C5m/ F5m正面的按钮执行许多功能而不需使用触控笔。这些正面的按钮

C5m/F5m内建WiFi无线网络及蓝芽功能，您的计算机也可能可以使用无线宽带。设定无线网络请依照以下步骤：

除了可以执行应用程序特定功能外，当您同时按下功能键与特定按键，可以执行另外
的功能(详情请见下表)。另外，您也可以客制设定这些按键以执行您想要的动作。
功能键

执行
(enter)

Motion 控制面板按键

步骤1. 由Motion控制面板中开启无线功能

步骤4. 行动宽带GPS设定 (选配)

1. 由任务栏终点选motion控制面板符号。

若您购买的C5M/F5M配备有行动宽带模块GPS，则系统

2. 选择无线 Wireless 选项。

可以联结到高速封包无线网络。

3. 选择以下想要开启的无线网络项目:
• 蓝芽:Bluetooth Internal Wireless

备注

• 无线网络:802.11 Internal Wireless

在您联结到行动宽带前请确认您拥有有效的宽带账户并且

• GPS:Mobile Broadband with GPS

取得SIM卡以供上网使用

小诀窍 若GPS行动宽带的选项未出现，表示您手上的

设定行动宽带:

C5m/F5m并未安装GPS模块。

1. 开启Skylight。由开始选单 依照以下步骤选择：
All programs/Sierra Wireless/Skylight/Skylight

步骤2. 蓝芽设定

2. 按下连接按键联结您的行动宽带无线网络。

C5m/F5m内建蓝芽功能，可供联结蓝芽设备。

Note

新增蓝芽设备:

宽带或选配独立的GPS模块后，您的行动平板即具有GPS

1. 由画面右下角通知区点选蓝芽符号后选择新增

功能。您能使用GPS与您习惯使用的地图应用程序找到您

2. 确认您的蓝芽装置依照制造商指示安装并可被系统侦测到

当前的位置及目标位置。请参考用户手册以获取更多信息。

如果您购买的C5m/F5m附有选配的GPS模块行动

当您的蓝芽装置被系统侦测到时即可在列表中找到.
A键

箭头键

3. 选择您想要启动的蓝芽装置

B键

4. 接下来步骤请依照屏幕指示对话框操作即可

按键

按键功能说明

功能键

使用其他按键之次功能

执行(Enter)

执行/选择
(相当Enter键)

开启Windows开始选单

Motion 控制台

开启 Motion 控制台

开启 Windows Journal™

A键

Performs application-specific function

旋转显示方向

B键

使用条形码扫描仪 (如果有安装)

离开或取消目前工作(等同Esc键)

箭头键
Directional pad

移动指标或在文件内导航，
相当于键盘上的上下左右箭头键

功能键+左： Shift + Tab
功能键+右： Tab
功能键+上：上一页
功能键+下： 下一页

C5m/F5m 快速使用指南

同时按下功能键可执行之功能

诀窍 如果想要让您的 C5m/F5m 也可以被其他的蓝芽设备
侦测到，请点选屏幕上的蓝芽符号选择开放设定 (open
settings)，在选项(Option)页中选择允许其他蓝芽设备连接
到本计算机(Allow Bluetooth devices to connect to this
computer)

步骤3. Wi-Fi设定
1. 由Window右下角的通知列中点选无线网络符号
2. 由列表中选取可用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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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控制台
Motion 控制面板主要方便用户使用或设定部分常见功能。.
进入Motion 控制台:
• 由Windows任务栏中点选Motion.控制面板符号
或
• 直接由 C5m/F5m正面面板按下Motion 控制面板按键

下表为Motion 之菜单

项目

显示功能

Display显示

旋转屏幕显示
调整亮度

Audio 音效

外接屏幕

Pen & Tablet触控笔与触控

调整喇叭与麦克风音量
抑制背景噪音
设定触控屏幕功能为仅由手指/仅触控笔/两者皆可
设定正面面板按键
设定行动平版计算机操作惯用手为左手

Wireless 无线网络

开启/关闭WiFi，蓝芽或行动宽带
系统开机时自动停用无线网络

Power电源

设定当按下电源键时系统状态为 休眠，待机或关机。

Security安全

设定系统安全机制：Motion OmniPass, Windows Action Center,
及 Infineon TPM (若有启用)

C5m/F5m 快速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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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屏幕键盘或手写输入使用记事本

使用照相机

您可以在屏幕上的书写区以手写方式输入或利用屏幕键盘来执行记事本，输入文字。

C5m/F5m的背面配备有8百万画素的自动对焦照相机

照相机指示灯

照相机

(影像撷取最高为3百万画素)，您可以使用照相机拍照并储存
开启屏幕书写区方法：

在系统当中。

• 在屏幕上点选您想要进行手写的位置，然后点选屏幕输入的符号。

如何拍摄照片:

或

1. 在windows任务栏点选相机符号

• 直接点选屏幕左方的屏幕输入符号

进入Motion

Snapworks 拍摄软件。
2. 将镜头对准欲拍摄物体并保持平稳
3. 按下画面上照相机符号

手写输入符号

键盘符号

即可拍照

手写使用说明影片

手写板
区域

小诀窍 使用手写识别工具可以提升C5m/F5m对于您的手写识别度。
要使用手写识别工具，请进入motion控制台选择触控笔与触控
(Pen/Tablet)选项，点选触控笔及输入设备(Pen&Input Devices)
然后选择手写(Handwriting)即可。

使用网络相机

网络相机指示灯

网络相机

C5m/F5m配备有2百万画素的网络相机可支持彩色影像及影片。
点选键盘符号即可开启屏幕键盘

摄影机镜头位在计算机左上方中央的位置。
如果您想要利用Skype及网络摄影机进行视讯通话请由开始
选单依序选择：
所有程序 > Skype > Skype.
依照屏幕指示使用Skype或其他网络摄影机应用程序

小诀窍 可以拖曳键盘右下角(如上图所示)改变屏幕键盘的大小。

C5m/F5m 快速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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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巧

更多讯息

利用以下的一些小技巧将帮助您使用本产品时更加方便.

更多产品相关信息详载于C5m/F5m的产品使用说明手册，请上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us/support/userdocs.

触控笔及触控使用技巧
• 设定您的惯用手为左手或右手。由Motion 控制台中选择Tablet
PC Settings/Other/Left-handed 即可设定惯用手为左。

建议您也可以由我们的网站下载以下资料，进一步了解本产品及使

重要注意事项
使用本产品前，请务必详阅产品安全规范须知。

• 设定单点击即可开启档案：进入motion控制台 选择folder

用方法。
· Motion技术支持/Motion Support
· Motion产品数据库/Motion Knowledge Base

options/Single-click to open an item即可

· 免费在线产品教学影片/Free online training videos
· C5m/F5m周边配件/C5m/F5m accessories

一般使用技巧

· 软件/Software for the C5m/F5m Tablet PC

• 使用C5m/F5m专用之触控笔或您的手指进行触控功能。
其他厂牌的触控笔无法使用在本产品上。
• 当您安装触控笔绳时，请先将绳子的一端穿过触控笔末端的
小洞确实拉紧后再将绳子的另一端穿进位在计算机背面的固定
洞绳孔拉紧后固定。
• 当您不使用时，请将触控笔放回触控笔插槽。将笔放回插槽时，
请按下触控笔存放钮，笔尖朝下，放回笔槽。要将笔取出时，
也请按下存放钮将笔稍微往上推后取出。
• 请使用专用拭镜布随时清理屏幕上的指纹或灰尘。
• 产品序号标示在计算机背面的电池插槽中。

如果需要更多本产品周边配备讯息，请上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us/products/rugged-tablets/f5m#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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