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說明書

DOTTI 操作說明書
电源触摸传感器

微型USB端口

滑动面板

电量显示灯

复位按钮

请访问我们的教程页面了解更多的视频和信息

开/关DOTTI
1）按住电源触摸传感器的3秒开启/关闭DOTTI。
2）慢慢滑动触摸面板向左或向右的各种模式之间切换
•喜欢的图案
•动画
•时钟（与手机自动同步）
•摇动骰子游戏（摇动）
•电池寿命指示灯
•通知/休眠模式（屏幕关闭）
连接和使用DOTTI
1）从应用程序商店或谷歌播放下载DOTTI免费的应用程序关键字搜索：Dotti
2）连接到DOTTI，启动应用程序，点击“DOTTI”。当提示输入配对密码，
请输入“123456”
3）请允许DOTTI访问您的通知设置。
4）可以使用DOTTI应用程序执行以下操作：
•设置8个最喜欢的图标
•设置最喜欢的动画
•自定义图标晃动游戏
•自定义通知
•播放音乐
•重命名DOTTI
•打开DOTTI进入通知模式
建立和接收通知
1）您需要配对DOTTI才能收到通知。从应用程序设定中选择通知，
当提示输入配对密码，请输入“123456”
2）如果你收到通知，相应的图标会闪烁。如果你收到了超过1的通知，
所有相应的图标，通过将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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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你读你的手机上的通知，对DOTTI相应的图标将关闭。你也可以滑动DOTTI顶部面板，
以清除DOTTI所有通知。（电话通知将仍然存在）
4）你可以自定义通过应用接收该通知。
5）DOTTI将连接到您的智能手机会自动曾经在范围内接收通知。
（请确保已启用蓝牙功能）。
6）一旦配对您的手机与DOTTI，其他手机不能访问此DOTTI。您需要要取消配对/忘记DOTTI在手机的
蓝牙设置之前，其他手机可以访问它。
重命名DOTTI
1）您可以在应用程序设置重命名DOTTI各种DOTTI区分。
2）请注意，这个词“ - DOTTI”将被附加到您指定的名称。
3）请确保您重新启动DOTTI的名称更改生效。
为DOTTI充电
1）使用微型USB连接线，通过微型USB端口充电DOTTI。输入5V。
2）电池指示灯会闪烁，同时充电，并会留在当DOTTI完全充电
3）DOTTI应采取约2至3小时，直到完全充电
4）电池指示灯模式具有电池电量指示3级。满，50％，和25％以下。
重置DOTTI
如果DOTTI變得不響應，您可以通過使用一個小針推復位按鈕。DOTTI復位按鈕位於DOTTI的底部。
故障排除
1）光无法打开
请插入USB连接线，确保DOTTI充电。按下电源按钮3秒确保本机已开启。
2）无反应滑动顶部传感器时，
有时触摸传感器可受周围的环境。
将DOTTI表上，重新启动DOTTI，等待2秒，慢慢从左至右滑动与顶轻的压力。
复位DOTTI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3）找不到DOTTI在应用程序
请确保蓝牙已打开。同时请确保没有其他手机连接到DOTTI。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重新启动这两个DOTTI和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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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程序无法控制DOTTI
请确保蓝牙已打开。该应用程序可能会断开连接到DOTTI，回到装置页面，
重置 并重新选择相应的DOTTI。如果问题仍然存在，重启无论DOTTI和应用程序。
如果NOTTI變得反應遲鈍/無反應，您可以通過使用一個底部的復位按鈕來重置。

5） 未能接收通知
請確保藍牙已打開。如果只有一個特定的通知不能被接收，請關閉並重新打開的通知。
為NOTTI重新命名
如果所有通知不能接受，请确保您允许DOTTI访问您的通知接入您手机设置。
If you have
more than one NOTTI, you can rename NOTTI at the settings tab to diﬀerentiate between the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尝试取消配对并重新启动DOTTI，并再次重新连接。
various NOTTI. Please note that the word “- NOTTI” will be appended to the name you speciﬁed

6）未能自动重新连接到DOTTI

Reusable
Packaging
如果您使用的幻燈片面板DOTTI切換到通知模式，如果手機被斷開了很久，它可以進入睡眠模式。
The inner part can be folded onto a phone stand. Please watch the how-to-use video to see how to make it.

这是节省电池。你可以滑动DOTTI到另外其他模式（即，时钟，喜欢的图标），
DOTTI会自动重新连接到您的手机。
Troubleshoot
您可以使用DOTTI應用打開DOTTI進入通知模式，如果你想讓它總是自動重新連接。
请注意，电池的待机时间可能不会持续1个月在这种情况下。
- Light does not turn on

Please plug in USB cable to make sure NOTTI is charged. Press the Power button for 3 seconds to make sure
the7）DOTTI名称不会更改设置后，
unit is turned on.

请重新启动DOTTI，并再次检查名称

- NOTTI App cannot control NOTTI
Please make sure Bluetooth is on. Sometimes the App might be disconnected to NOTTI. Click the search Icon
again and reselect the corresponding NOTTI. If problem persists, restart both NOTTI and the App. For iOS,
you如需进一步协助，请与我们联系service@wittidesign.com
can try to unpair NOTTI in the iOS settings (Bluetooth), and try to reconnect again
- Notiﬁcations cannot be received
Please make sure Bluetooth is on. If only one speciﬁc Notiﬁcation cannot be received, please switch oﬀ and
switch on that Notiﬁcation again. If all Notiﬁcations cannot be received, please try to switch unpair and
restart NOTTI, and reconnect again.

- NOTTI name does not change after set
Sometimes the Bluetooth module needs to be restarted before the name change takes eﬀect. Please restart
NOTTI and the name should be updated
For furthe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us at service@wittidesign.com

NOTTI User Manual

http://www.wittidesign.com/manuals/notti/

Notti App

Keyword: Notti

http://www.wittidesign.com/download/no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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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TTI logo and NOTTI are trademarks of D&S Creation Limited.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propertie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WITTI is under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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