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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tilus Lifeline VHF-GPS 潜水用无线电

操作手册
型号：潜水用

1. Lifeline (红色) 按钮要在注册后才能使用。
2. Lifeline 在第一次使用前必须充电至 100%。
3. 在水面上，上盖打开的情况下，任何海象都可有防泼效果。
4. 上盖打开的情况下，必须避免将 Lifeline 浸没在水里，否则可能会暂时影
响喇叭的正常运作。

网站： www.nautiluslifeline.com
信箱： info@nautiluslifeline.com

警告：Nautilus Lifeline 属于求生辅助工具，并非救命用具，本身的设计不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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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感谢您购买 Nautilus Lifeline VHF-GPS 潜水用无线电。您即刻可以使用他强大的 VHF 和 GPS 功能。您可以利用
下列的按钮来使用无线电谈话功能：
绿色聊天钮：预设使用 68 号频道，并且可以调整至任何海用 VHF 频率。
橘色呼叫求救钮：预设使用 16 号国际呼叫及求救频道。
提醒：第一次使用之前，请将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充电至 100%。完整的功能必须等您注册装置之后才能使用。
请将您的装置附带的 USB 数据线连接至电脑后，连上 www.nautiluslifeline.com 来登记您的保修卡，激活求救
模式，并输入您的海用行动服务识别码。详情请见第 11 页注册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关于这本手册
我们建议您在使用 Nautilus Lifeline VHF-GPS 潜水用无线电之前，先将这本手册读完。这本手册会协助您了解
Lifeline 的最新功能以及安全和正确的使用方法。
警告标语负责告知您有关可能会受伤或危及人身安全，或是可能让您的 Nautilus Lineline 受损的状况。
重要或是提醒的标语负责告知您关于正确使用和维护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的重要讯息。

重要的安全考量
警告！Nautilus Lifeline 属于求生辅助工具，并非救命用具，本身的设计不能救命。

联邦通讯委员会公告
此装置已经由测试证明满足 Class B 数位装置标准，符合联邦通讯委员会规范第 15 部分。这部分的限制为日常或
居家使用时可能有害的干扰提供一定的保护。此装置会产生并会使用无线电频段的能量，未按照指示安装使用可
能会对无线通讯产生强烈干扰。尽管如此，即使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保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不会有干
扰产生。在装置明确对电视或收音机产生干扰的情况下（可经由开关此装置来测试），我们建议使用者根据以下
的方式来排除干扰：
•

增加此装置和受干扰仪器之间的距离

•

将此装置接在和受干扰仪器不同的电路上

•

向商家或是水上仪器电子技术人员求助

此装置符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条例第 15 部分的规范，必须在不产生破坏性干扰的情况下使用。未经
许可的变造或改动可能会影响此符合条件。

无线电频率安全声明
本無線手持發送裝置（LifeLine）具有低功率無線發射器。當按下「按此通話」按鈕時，發射器會放出無線電頻
本无线手持发送装置（LifeLine）具有低功率无线发射器。当按下“按此通话”按钮时，发射器会放出无线电频
段的讯号。FCC 在 1996 年通过无线电频段规范准则，并针对手持无线装置制定了不同程度的安全规范。此装置
在 FCC 规范下占空比不可超过 50%（即 50% 发射时间及 50% 接收时间）。

警告！为了符合 FCC 无线电波辐射暴露规范，此装置之无线发射器及天线必须
保持距脸部 1 英寸（2.5 厘米）以上。保持此一距离，天线指向远离脸部的方
向，并使用正常音量对话。
请务必使用随机附带的天线。使用未经许可的天线，改造或是增添附件可能会损
害发射器，并违反 FCC 规范。

Min. 1 inch/2.5 cm

最短使用距离 1 in./2.5 cm

敬告操作者
警告！未经许可操作或是改造 Nautilus Lifeline 可能会违反 FCC 规范。
警告！只有制造商允许拆解或是维修 Nautilus Lifeline。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任何序号的改动或是试图修理本机
或配件都将会导致保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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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Nautilus Lifeline 可以发送超高频（VHF）海用频段的无线电波，只有在水上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此一 VHF 频段。在
陆上的情况下严禁使用 VHF 频段。在陆上使用 VHF 频段的情况下如果干扰了其他陆上无线通讯，相关政府单位将会受理
搜索干扰源，肇事者则会被罚款或面临相关的法律责任。
下列是不被许可的通讯方式：
•

捏造求救或是紧急讯息

•

在陆上（除了紧急或是测试的情况下）发出非指向性讯息（发讯息方不针对任何收讯点发讯）

•

发送猥亵、淫秽或是亵渎性的讯息（最高可科处 $10,000 罚锾）

操作执照
您可能会需要取得相关执照才能使用手持 VHF 无线电。请在使用前联络您所在地的主管单位，确认您的使用是否符合当
地法规。每个国家的法规可能有所不同，当您处于不同国家使用 Nautilus Lifeline 时，请务必先和当地主管单位联络。

在欧盟内使用
在欧盟 Nautilus Lifeline 潜水用无线电属于 2 级装置。并不是所有的频段在欧盟地区都可相容，我们建议使用者适当的选
择自己潜水所在的国家或是地区来取得正确的频道表。

海用行动服务识别码
海用行动服务识别码（MMSI）含有九个数字，适用于具有数字选择性呼叫功能（DSC）的海用无线电。这个号码类似于
电话号码，可以用来辨认不同的使用者。
MMSI 的规范每个国家都不同，请联络您所在地的相关单位来了解 MMSI 码使用上的相关法规。
请输入您潜水船的 MMSI 码，或者：
•

在美国的话请于下列网址注册：

www.boatus.com/mmsi 或是 www.seatow.com/boating_safety/mmsi.asp
•

在加拿大请访问：

www.ic.gc.ca/eic/site/sd-sd.nsf/eng/00009.html 或是 http://www.usps.org/php/mmsi/rules.php
关于输入 MMSI 的方法，请参考第 11 页的注册您的 Nautilus Lifeline。按照国际规定，在改动您的 MMSI 或是替换成您
第二个号码之前，必须先联络制造商。您可以透过网路来联络。需要更详尽的资讯，
请连上 www.nautiluslifeline.com/support_troubleshooting。

配件
在使用 Nautilus Lifeline VHF-GPS 潜水用无线电之前，请确认包装盒内含有下列配件：
•

一个 Nautilus Lifeline

•

USB 转接线

•

两个 USB 埠盖子（其一为备用）

•

夹子（连在装置本体上）

•

天线（已安装在装置本体上）

•

快速使用指南

如果您收到时缺少上列任何一个配件，请联络您所购买的零售商，或是 Nautilus Lifeline（详见第 22 页的客户服务）。

选用配件
下列为 Nautilus Lifeline 可使用的选用配件：
•
潜水包
•
备用的潜水用 O 环
•
保修延长方案
提醒：这些配件都可以在 www.nautiluslifeline.com 买到。您也可以向您所在地的零售商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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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跟 GPS 运作方式
•

甚高频无线电（VHF）：这是船只间通讯最为常用的通讯方式，其中一部分的无线频段专门保留给海上使
用。VHF 海用通讯频段是世界通用的。

•

数字选择性呼叫（DSC）：这是非常先进、数位化的一种 VHF 设计，专门使用于海上。只要按下一个钮就可以
发射出求救讯号。您的身分和座标将会被自动传送给海岸警卫队和邻近有海用 VHF 无线电的的船只。此功能只
限于紧急状况使用。

•

海用行动服务识别码（MMSI）：此为含有九个数字的识别码，适用于像是 Nautilus LIfeline 这样具有 DSC 功
能的海用无线电，像电话号码一样，可以让您指定联络特定的船只。关于 MMSI 的更多资讯，请参照以下说
明：
-请连上我们的支援页 www.nautiluslifeline.com 以取得属于您的 MMSI 识别码。
-关于如何输入您的 MMSI 识别码，请参考第 11 页的注册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

全球定位系统（GPS）：这是在地球上任何角落定位您的一种方式。只要在能清楚看到天空的地方，Nautilus
Lifeline 就可以取得您的经纬度，确保您在不需要另外沟通的情况下都能被找到。

操作方式与功能
装置正面

扣拴

LCD 萤幕

位置指示灯
绿色充电指示灯

聚碳酸酯外壳：提供深至 425 英尺（130 米）的防水保护。在任何潜水环境下，您都可以携带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夹子：将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便利又牢固的连结在 D 环上。想要更方便的话，您可以考虑购买我们的潜水包。
GPS 接收器：Jupiter 3 GPS 接收器会把您的经纬度显示在 LCD 萤幕上。
位置指示灯：在求救模式下会闪烁来告知您的位置，在入夜之后特别有用。
充电指示灯：绿色的指示灯会亮起来表示正在充电。
LCD 萤幕：会显示您的 GPS 座标、可见的卫星数、目前使用的频道以及电池的剩余电量。将选单下拉之后，萤幕还
会显示音量、抑噪和频道选择。
充电电池：1850 mAh 的锂电池可以使用任何 USB 充电器来充电，提供 30 分钟的谈话时间及 24 小时的求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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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萤幕

绿色充电指示灯
GPS 西经座标

传送中

可见卫星数

电量显示

讯号锁

频道名称及频道号码

位置指示灯

上盖开启的上视图
安全签
天线
麦克风
USB 埠
喇叭

聊天钮 / 开机钮

Lifeline 钮

呼叫 + 求救钮

呼叫 + 求救钮
VHF 鞭型天线：IP67 级防水，在求救模式下可以将装置举于头部之上来增加天线的有效范围。当您没有使用的时
候，请将上盖打开，并将天线完全延伸。
喇叭 / 麦克风：在任何海象的情况都能有防泼效果，但请勿将其完全浸泡于水中。在来讯的音量闷沉或有减损的
时候，请将装置反过来，并轻拍喇叭网将内部的水分排出。
聊天钮：让您可以用一般通讯频道和您的潜水船或是其他潜水的夥伴聊天通话。也可以将频道更换至海用 VHF 频
率。
呼叫 + 求救钮：让您可以用 16 号频道（国际通用的海用无线电呼叫求救频道）跟范围内的船只通话。您也可以
自行将此频道更换成任何海用 VHF 频道。装置内搭配的软体会防止意外阻塞频道的情况发生。
Lifeline 钮：使用 LocateMe™ 技术，让您可以传送您的 GPS 座标和求救讯息。任何具有现代海用无线电的船只
萤幕上都会显示出您的求救讯息，自动切换至 16 号频道，指示灯会闪烁，并且响起警报。每个无线电萤幕上都
会呈现您的 GPS 位置和紧急讯息。此功能根据不同的国家和认证会有所不同。
USB 埠：此为充电用之埠口，也可用来连接电脑做进阶设定，或者下载潜水地点的 GPS 记录。

开始之前
请按照下列指示来启用 Lifeline 最新的功能：
-检查您的装置*
-为装置充电**
-从 www.nautiluslifeline.com 下载安装 Setup Utility
-注册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用 Lifeline Setup Utility 调整设定
* 检查您的装置
在装置下水之前，请仔细检查 O 环是否有灰尘或脏污，并详细确认 USB 盖是否盖好。
**为装置充电
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在出厂时保有一定的电量。您可以用随机配送的 USB 转接线插入 USB 充电器，电脑，或是
墙上的 USB 转换接口来为装置充电。
请按照下列方式为您的装置充电:
1. 打开装置的上盖
2. 取下 USB 埠的保护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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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USB 线插入装置，并将另一头接上 USB 充电器、电脑或是墙上的 USB 转换接口
4. 保持 USB 线两端接着的状态直到电量完全充满为止，通常会需要 4 到 5 个小时的时间。绿色的 LED 指示灯会
告知您装置是否正在充电。请将之充电至 100%。
5. 当您的 Lifeline 充电完毕之后，拔掉 USB 线并小心的将原来的 USB 埠保护盖装回。请确认 USB 保护盖的清
洁，并正确装回以保护 USB 埠。
重要：请将您的装置定期每六个月都充电一次。务必确认您的装置没有超过六个月的时间没有充过电。太长的时
间没有充电将会严重造成充电电池过度放电的情况。在长期不使用或是收藏之前，请将您的装置充满电。在电池
电量完全放尽的情况下，请将装置送回制造商维修。

安装 Setup Utility
请从 Nautlius Lifeline 的网站下载安装 Setup Utility，以便启用最新的功能。具体情况请按照下列方式操作：

Windows 使用者：
1. 请先确认您的电脑有连接上网际网路。连上 www.nautiluslifeline.com/support 并下载 Nautilus Lifeline
Setup Utility。
2. 安装 Setup Utility for Windows users。
3. 请参照安装程序的说明，在说明的指示下，将 Lifeline 用随机附带的 USB 连接线连接至您的电脑。
4. Windows 可能会警告您正在安装未签署的驱动程式，请选择同意安装以继续进行安装 Nautilus Lifeline 的驱动
程式。在不安装驱动程式的情况下，电脑将没有办法连接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5. 将 Nautilus Lifeline 接上电脑后，开启 Setup Utility。
6. 使用完毕之后，请将 USB 连接线拔下，并将 USB 保护盖重新盖好。

Mac 使用者：
1. 请先确认您的电脑有连接上网际网路，连上 www.nautiluslifeline.com/support 并下载 Nautilus Lifeline
Setup Utility。
2. 将 NautilusLifelineMac.app.zip 档案解压缩。
3. 您可以将 Nautilus-Lifeline Setup Utility (app) 拖曳至 Dock 上以便日后使用。或者放在其他位置上来执行也
可以。
4. 开启 Setup Utility 并插上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5. 使用完毕之后，请将 USB 连接线拔下，并将 USB 保护盖重新盖好。
重要！目前 Windows 作业系统（包括 XP, Vista, 7）在 Nautilus Lifeline Setup Utility 第一次安装上的相容性是
最高的。我们强烈建议第一次设定的时候使用 Windows 的电脑。

注册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在注册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之后，将可以使用完整的功能。请使用随机附带的 Nautilus Lifeline Setup Utility 来
注册您的装置、认证保修，还有选择您的国家或是潜水的区域、激活求救模式的红按钮，以及输入 MMSI 码（您
可以选择性输入）。
详细操作请参照下列说明：
1. 请先确认您的装置已用 USB 线连接至电脑。
2. 在电脑上开启 Nautilus Lifeline Setup Utility。
3. 按照指示来认证您的保修服务。请确保您正确的填入所有需要的选项，并仔细阅读有限责任声明。
4. 您必须注册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之后才能使用求救模式。有关求救模式功能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的认证下略
有不同，在使用此模式之前，请联络您所在地的相关单位。

注册之后
1. 选择您的所在地
重要！每次使用的时候，请务必确认您的所在地与设定的所在地一致。如果您到了别的国家旅游，请务必确认您
的装置设定正确。
2. 如果您已经有了 MMSI 码，您可用 Setup Utility 将之输入到您的 Lifeline 上。关于具体如何取得 MMSI 码，请
连上 www.nautiluslifeline.com。红按钮只有在您在软体内输入 MMSI 码并和 Nautilus Lifeline 同步之后才能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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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必须输入 MMSI 码之后才能完整的使用求救模式功能。您只能输入 MMSI 码一次，并且只能输入一
组 MMSI 码。如果您想要更改并输入另一组 MMSI 码，请跟 Nautilus Lifeline 联络，将您的 MMSI 码重置为
000000000。请参照第 22 页的客户服务。
3. 使用完毕之后，请将 USB 连接线拔下，并将 USB 保护盖重新盖好。盖子必须要干净没有脏污，并且妥善的盖
好才能确保防水。

开始使用
请依序参照下列每节的说明开始使用 Nautilus Lifeline：
•
•
•
•

打开上盖
延伸天线
将您的 Lifeline 开机
浏览选单

•

将您的 Lifeline 关机

打开上盖
重要！只有在水面上的时候才能将上盖打开，请务必避免在水下开上盖。GPS 跟无线电功能只能在水面使用。
在上盖打开的情况下，在任何海象的水面上装置都具有防泼功能。请勿在上盖打开的情况下将装置置入水中。当
Lifeline 在水下的时候，喇叭可能会暂时变得混浊不清晰，等到内部的水完全清空时才会恢复正常。其他功能不
会受到影响。
当上盖关闭的时候，装置可下沉至 425 英尺（130 米）。

延伸天线
当上盖打开的情况下，可将鞭型天线翻起。
提醒：求救模式下，您可以将装置尽量高举过头以增加有效范围。

将您的 Lifeline 开机
将上盖打开或是关闭并不会开机或是关闭装置本身。要将装置开机，需先打开上盖之后，再按下绿按钮一次。按
下后在装置开启之前大约会有一秒的延迟。
装置开机之后将会出现主画面，在可以看到天空的情况下，GPS 会自动开始获取您的经纬度。
主画面：萤幕显示从西到北。当萤幕显示您的座标以及右上角的加号时，座标即已锁定。
GPS 西经座标

GPS 北纬座标

讯号锁

提醒：当您第一次启动装置的时候，定位可能会花到 3 分钟左右。下一次启动 GPS 锁定需要的时间则会比较少。
我们建议您每到新的潜水地点就将您的无线电打开，以取得准确的座标位置。

浏览选单
同时按下绿按钮和橘按钮，可以进入选单，或是回到主画面。
按下绿按钮可以在选单里移动。
按下橘按钮，可以选择选项。

将您的 Lifeline 关机
在装置开启的情况下，如果五分钟没有任何动作，装置将自动关闭。您可以在电脑上用 Setup Utility 来自定自动
关闭的时间（请参照第 17 页的使用电脑选择和调整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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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手动关闭 Nautilus Lifeline 可按如下操作：
同时按下绿按钮和橘按钮。
连续按绿按钮直到选到 Power OFF 选项。

长按住橘按钮直到出现 “Continue?”

按橘按钮选择 “Yes”

使用 Nautilus Lifeline
请参照下列各节的说明来使用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无线电功能:
•

和其他的船只及潜水员聊天

•

更改聊天频道

•

呼叫邻近的船只

和其他的船只及潜水员聊天
用绿按钮来使用一般无线频道跟你的潜水船或是其他潜水员通话。如要使用绿按钮：
1. 长按住绿按钮。无线电即会转入发送模式。
2. 朝无线电喇叭 / 麦克风的部份说话。传送的时候，萤幕会显示目前使用的频道，以及字母 T。请等待 3 秒以后
再开始说话。
3. 当传送结束的时候，放开按钮。您必须要放开按钮才能听取来讯。

更换绿色聊天钮的频道
绿色聊天钮预设的频道是 68 号频道。要将绿色聊天钮的频道改设定成海用 VHF 频率的话则需：
1. 快速将绿色聊天钮连按 3 下
2. 用聊天钮浏览选单
3. 长按住绿色聊天钮来确认新的频道，并回到主选单

呼叫同海域的船只
用呼叫 + 求救钮透过 16 号频道（国际通用的海用无线电呼叫求救频道）来跟范围内附近的船只通话。世界各地
的船只都被要求必须监控这个频道。使用 16 号频道的方式为：
1. 长按住橘色呼叫 + 求救钮
2. 朝无线电喇叭 / 麦克风的部份说话。传送的时候，萤幕会显示目前使用的频道，以及字母 T。请等待 3 秒以后
再开始说话。
3. 当传送结束或是需要听取讯息的时候，请放开按钮。
提醒：当电池剩余不到 24 小时电力时，求救模式下的绿按钮和橘按钮将停止运作。最后 24 小时的电力将保留给
红按钮通讯来使用。您的无线电无法在您传送讯息时同时接收讯息。装置内的软体会防止您意外阻塞频道。
提醒：在来讯的音量闷沉或有减损的时候，请将装置反过来，并轻拍喇叭网将内部的水分排出。
最小传输时间预设为 10 秒。使用绿按钮通讯 15 秒或是橘按钮通讯 20 秒后，无线电会自动切断以保留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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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检测
在使用无线电之前，我们建议您先用 Lifeline 的自我检测功能检查所有的功能是否正常。使用的方法为快速连按
橘按钮 3 下。
这个功能会将您的 Lifeline 检测一遍，确定一切功能都正常。
测试个人定位信标
您可以快速连按绿色聊天钮两次来启用个人定位信标。如果要关闭此功能，则按下绿按钮即可。

发送求救讯息
请使用求救模式来发送求救讯息、GPS 座标，以及警告讯息给任何具有现代海用 VHF 无线电的收讯站或是范围
内的船只。
提醒：此功能要在线上注册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之后才能使用。请连上 www.nautiluslifeline.com 来注册您的
装置。

开启求救模式
欲开启求救模式，请将红色安全签拉开，然后长按住 Lifeline 钮最少三秒。
任何有现代海用 VHF 无线电的收讯站将自动切换到第 16 频道，警告灯会亮起并发出警告声。您的 GPS 座标和您
所传送的讯息将会显示在对方的萤幕上。
提醒：只要电池尚于有电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求救模式。
提醒：求救模式下，您可以将装置尽量高举过头以增加有效范围。

关闭求救模式
欲关闭求救模式，请长按住 Lifeline 钮超过三秒。萤幕即会显示 distress mode off 的讯息。
重要！请记得将求救模式关闭，否则您的装置将持续不断广播紧急讯息。

测试模式
1. 请先确认您在室外，并且有接收到 GPS 讯号
2. 同时按下绿按钮和橘按钮以进入选单模式
3. 浏览至 “Distress Test” 画面
4. 用橘按钮选择
5. 再按一次橘按钮来确认
6. 位置指示灯会亮起确认测试
7. 长按住红色求救钮三秒即可关闭测试模式
8. 装置关机的同时，测试模式也会一起关闭。

使用电脑选择和调整设定
您可以在您的装置上或是使用电脑来选择或调整设定。（请参考在装置上选择和调整设定）。如要在电脑上使用
随机附带 Setup Utility，请按如下操作：
1. 用随机附带的 USB 连接线连接您的装置和电脑。
2. 在电脑上开启 Nautilus Lifeline Setup Utility。（关于如何下载及安装 Setup Utility，请参照第 10 页的安装
Setup Utility）
3. 选择 Advanced tab 后可进行如下调整：
•

调整音量或抑噪

•

调整自动关机的等待时间（预设为 5 分钟后自动关机）

•

更换绿色聊天钮或呼叫求救钮的频道

•

新增特定国家的频道到记忆体，或是从记忆体删除不要的频道

•

将无线电重置为出厂设定

•

新增 MMSI 码（请参考第 11 页的注册您的 Nautilus Lifeline）

4. 完成之后，拔下 USB 连接线并请小心的将保护盖盖回 USB 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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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置上选择和调整设定
请参照下列各节的步骤以进行如下的操作：
调整音量及抑噪
更换绿色聊天钮的频道
更换橘色呼叫求救钮的频道
将您的 Lifeline 重置为出厂设定
调整音量及抑噪
抑噪是用来消除传讯中静电和底噪的，可以让您在讯息接收之前安静地操作无线电。Lifeline 出厂时预设的状态
为自动抑噪。在此设定之下，您完全不需要担心抑噪的问题。如您想手动调整抑噪，请进入 Setup Utility 选择
Auto Squlch “Off”。
如欲调整音量和抑噪，请按如下操作：
1. 同时按下绿按钮和橘按钮。
2. 按绿按钮来下拉选单。在选到 “Squelch” 或 “Volume” 选项时，用橘按钮来降低抑噪或音量，用绿按钮
来提升抑噪或音量。
3. 当您设定完成之后，长按住绿按钮 2 秒可回到主画面。
更换绿色聊天钮的频道
您可以在 Nautilus Lifeline 上存入任何 VHF 频道。绿色聊天钮预设的频道为第 68 频道。如果您想让绿色聊天钮
改用任何海用 VHF 频率，请按照如下操作：
1. 快速连按绿色聊天钮 3 下。
2. 用聊天钮选择频道选单。
3. 长按住绿色聊天钮来确认您想选择的频道后，退回主画面。
重置您的无线电回出厂设定。一旦重置之后：
所有记忆体中储存的频道将会被消除
电源设定会回到原始的状态。
如欲重置您的无线电，请按同时按下聊天钮，呼叫求救钮和 Lifeline 钮即可。

维护
保养 O 环跟 USB 盖
为了延长装置的寿命并防止意外入水，请保持 O 环跟 USB 盖干净，不要夹有头发或是碎屑。
警告！O 环或 USB 盖上的灰尘或脏污可能会对 Nautilus Lifeline 造成损坏甚至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更換電池
更换电池
Nautilus Lifeline 使用 1850 mAh 的锂电池，必要的时候请寄回制造商更换。使用者如果尝试自行更换会使保修
失效。
清洗装置
每次使用过后，请用清水冲洗 Nautilus LIfeline。
请勿使用吹风机风干。
将装置打开来收纳
请将装置收纳于干净干燥、无灰尘与脏污的环境中， 并避免阳光直射。
为了延长 O 环跟天线的使用年限，收纳时请将上盖打开，天线完全延伸。

疑难排解
请连上我们的网站（www.nautiluslifeline.com）仔细阅读疑难排解指南。在问题不大的情况下，您可能可以自
行处理一些运作上的状况，而不需要将装置寄回给我们维修。
提醒：由于随机并没有附上替换的零件，加上维修需要特别的工具和专业的技术才能在不破坏防水处理的情况下
拆解装置，请勿自行尝试维修 Nautilus Lifeline。只有授权的 Nautilus Lifeline 维修技师才能维修您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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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Nautilus Lifeline 随机附带有限保修服务。保修服务只有在您装置在线上注册之后才会生效。
Nautilus Lifeline 的有限保修只会承担出厂瑕疵及相应的损坏，从您收到产品之后一年内有效。保修不适用于（
并且不限于）错误操作或是滥用的情况，包括非许可人员的变造改动或是维修。由于用户本身的粗心或不当操
作、不当保养造成的进水或损坏，下水前没有将装置盖好，或是 O 环没有保持清洁等情形亦会造成保修失效。
重要：本保修服务只适用于最初以制造商公定价（MSRP）或是最低推广价（MAP）向授权零售商购买的用户。
本保修服务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未按照操作指示建议的使用方式使用本装置。
因为意外或是不当操作造成的损坏。
由非 Nautilus Lifeline 以外的第三方维修或是变造过。
请保留您购买的发票或收据作为购买日期的证明，并请务必在购买日期开始的 30 天内上线注册您的装置以确保
有限保修生效。

延长保修
延长的保修可在原本的保修上再加上 12 个月额外的保修期，并与非延长保修（原随机之保修服务）具有同等效
力的保障和好处。请连上 www.nautiluslifeline.com 了解更多细节。

详细规格
提醒：本产品规格及功能可能的更动将不另行通知注明

12

尺寸与重量

重量 9.88 Oz (280 g)

尺寸 (高X宽X厚) 67毫米x 145毫米x 46毫米 (2.6 x 5.72 x 1.8 Inch )

产品规格
防水深度

425 英尺 （130米）

红色按钮警告讯息范围 有效范围34英里（55公里）
GPS 最多可存储30个路点
电池容量 1850mAh充电锂电池
电池续航力 24小时+
最大无线电功率 1.85 Watts + 0dB / -3.5dB
音讯通讯距离 3-8 公里（天线越高范围越大）
频率范围 所有的海上使用频道
频道间隔

25 KH z

外部
材质
可浮性
显示方式

聚碳酸酯, 316 L 不锈钢
可（上盖必须盖上）
LCD

提醒：本产品规格及功能可能的更动将不另行通知注明

韧体版本 0.64
1. 加入自我检测模式----------------------详情见第 9 页
2. 加入位置指示灯测试 ----------------------详情见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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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标准声明

Download CE Documentation at www.nautiluslifeline.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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