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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ReelSonar在西雅图设计

“可与iPhone同步”和“可与iPad同步”是指iBobber和iBobber应用程序被设计为专
门连接至iPhone或iPad，由开发者开发以满足Apple性能标准。苹果不负责此
设备或其符合安全和监管标准的操作。请注意，使用该附件与iPhone或iPad可
能影响无线性能。 iPad和iPhone是苹果公司的商标，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
Bluetooth文字商标和徽标由Bluetooth SIG公司拥有。ReelSonar，Inc对这些商标
的使用受到认证许可。Andriod™是谷歌公司的商标，使用该商标是受到谷歌
权限限制。并非所有的设备兼容。请查看www.ReelSonar.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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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可与iPhone同步”和“可与iPad同步”是指iBobber和iBobber应用程序被
设计为专门连接至iPhone或iPad，由开发者开发以满足Apple性能标准
。苹果不负责此设备或其符合安全和监管标准的操作。请注意，使用
该附件与iPhone或iPad可能影响无线性能。iPad和iPhone是苹果公司的
商标，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

Bluetooth文字商标和徽标由Bluetooth SIG公司拥有。ReelSonar，Inc对这
些商标的使用受到认证许可。

Andriod™是谷歌公司的商标，使用该商标是受到谷歌权限限制。并非所
有的设备兼容。请查看ReelSonar.com.

软件
您的ReelSonar, Inc.的产品可以通过特殊的ReelSonar专有版权软件以控
制其操作。软件的部件包含包括GPL、MIT和Creative Common许可授权
的版权内容。另外你的ReelSonar, Inc.产品包含由ReelSonar, Inc.开发和
版权所有的专有固件。

版权
Copyright© 2013 ReelSonar,Inc. 版权所有。专利申请中

欢迎来到iBobber™。本指南将告诉你如何使用iBobber，使钓鱼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多的乐趣。 

使用iBobber之前完全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并保留本手册以供将来参
考。遵守所有的指示。对于本指南的可下载pdf版，请访问
ReelSonar.com。

iBobber
USB充电器
收纳袋
iBobber使用说明书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任何物品损坏或丢失，请发送电子邮件
至info@reelsonar.com。
 

产品信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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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条款

更改或修改，没有明确批准的负责遵守可能会导致用户无权操作设备的权利。
依照FCC规则第15部分中的规范，此设备经测试确定符B类数码设备的限制。这些
规格设计用来为在居住场所安装条件下的类似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本设备在使用
时会产生无线电射频辐射,如果没有依照本手册的指示 安装和使用,可能会与其他无
线通讯设备产生干扰。但是，在特定安装条件下，不保证这类干扰不会发生。
如果怀疑会对无线电视或电视机接收信号造成干扰
可以使用以下列表中的一种或多种措施来减少干扰:

•  转动电视机或无线电天线，直到干扰停止。
• 使探鱼器远离电视机或无线电。
• 将探鱼器电源线插入到其他电路的插座中。
• 如果需要，请咨询ReelSonar授权服务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加拿大:
此设备符合Industry Canada许可中的豁免RSS标准，操作设备须符合以下两
个条件（1）此设备可能不会导致干扰（2）此设备必须接受任何干扰，包括可
能导致不希望出现的设备操作干扰。

FCC辐射暴露声明
用于这种发射机的天线必须安装，以提供所有的人的至少20厘米的间隔距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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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到期产品处置

包装 iBobber & USB 充电器

在iBobber和USB充电器的寿命结束后不要将其当做普通生活垃圾处置。正确的
处理方法：为了防止由不受控制的废物处置可能对环境和人身安全产生伤害，
请分别按照当地的法律和法规处理本产品。有关可用于消费者，您家附近，免
费的分类收集点以及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市政当
局。您也可以联系您购买的iBobber零售商 - 他们可能已经到位，回收服务，也
可以是一个特定回收计划的一部分。

请将纸与塑料
区分回收

请将纸与塑料
区分回收

iBobber与iPhone4S、5系列、6、iPad 3、Mini
和用Bluetooth Smart®（V4.0）的Android™
（4.3或更高版本）手机或平板电脑同步。
iBobber应用程序通过Bluetooth Smart®（V4.0）
同步。确保你的设备使用Bluetooth Smart V4.0
。 注：Android应用程序没有后退按钮;使用设
备内置的后退按钮。

Android智能設備是要求輸入PIN，嘗試像
0000或基本代碼1111如果您仍然遇到問題聯
繫卷聲納在info@reelsonar.cpom或
1-844-iBOBBER

在你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应用软件商店里搜索iBobber。找
到它，并且下载和安装iBobber应用软件。

安装应用程序到您的设备，并启动应用程序。

应用获取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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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 (图片2)

在您第一次使用iBobber你需要给它充电。这是非常简单 - 只需将
iBobber（图片1）的白边的“凸块”对准充电器底座的凹槽（图片2
）。转到第5页。

iBobber充电 (1 of 2) 

凸块

充电头

充电接口

凹槽

产品信息指南的更改

在本指南中得说明和规格仅为帮助使用产品，如需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指南的最新版本将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ReelSonar.com 获取。本
指南中的说明和规定在印刷时是正确的。 ReelSonar，Inc.保留修改
或改进产品设计和用户手册的权力，且没有任何限制，也不需通知用
户的任何义务。作为我们一直在努力提升和改进我们的产品的一部分
，您所购买的 产品与本指南中介绍的型号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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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法律与仲裁

本有限保修，由华盛顿州的法律管辖，不与法律原则可以提供其他司法
管辖区的法律适用任何冲突原则的约束。在这有限保修有关的任何索赔
或争议应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通过具有约束力的非外观基于仲裁解决
。仲裁应通过建立替代争议解决机构由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开始。替代争
议解决机构和有关各方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一）仲裁应通过电话进行，网上和/或完全基于书面意见，具体方式由
当事人启动仲裁选择;二）仲裁不得涉及任何个人的外观由当事人或除
非双方另有约定的双方证人;三）由仲裁员作出的裁决的判决可以在任
何有管辖权的法院执行。如果上述仲裁条款并不适用于任何原因，您
同意提交给州法院位于金县，华盛顿州内和联邦法院在华盛顿州西雅
图的属人管辖权的诉讼的所有此类索赔或争议的目的，法院对此类索
赔或争议专属管辖权。

尽管有上述规定，ReelSonar，公司可以寻求禁令或其他公平救济，
以保护其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知识产权。

(图片3) (图片4)

轻轻推iBobber插入充电器（图片3），轻轻顺时针转动iBobbler,让“凸
块”滑块横向通过凹槽。将充电线插入电脑USB端口，或使用USB适配
器插入电源插座即充电开始，蓝色光沿iBobber圆周（图片4）表示正
在充电。指示灯一直亮着，直到完全充电，然后闪烁，表示一次完整
的充电。注意：当充满电，iBobber充电器上断开后仍然开机，并能保
持10分钟。这时你需要更新固件（25页）。开始充电时请通过应用软
件里的检查固件更新iBobber，并在必要时更新。当充电时，不要离开
iBobber充电器，因为会慢慢地消耗电池电量。

iBobber充电 (2 of 2) 

凸块进入凹槽

慢慢压下

轻轻顺时针旋转以
锁定

轻轻逆时针旋转以
解锁

蓝灯= 充电中

凸块
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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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K

- 功能选择指示灯（当前屏幕）
- 声纳屏图标 • 点击声纳
- 声纳状态和iBobber状态/
    橙色意味着iBobber是活动的，
    点击能察看iBobber状态

- 河床绘制图标•点击
    观察河床
-  操作主界面
-  声纳屏
-  河床
-  天气
-  日历
-  设置
-  行程日志

快速概览 • iBobber 操作主界面/ 屏幕 除外责任和限制 (2/2) 

有任何明示担保除外列出的那些和描述以上，且无担保明示或暗示的，包括但不

限于适销性或适用于某一特定用途的任何暗示的保证担保对于隐藏或潜在缺陷，

均不后申请明示保修期前面提及，并没有其他明示担保或保证给予任何个人、商

号或公司关于本产品应具有约束力REELSONAR，INC。除非在本担保，并在法
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REELSONAR，INC。不负责的收入或利润，未实现节约
或其他利益、机会损失、商誉损失、名誉损失、损失、损害、妥协或数据损坏，

或任何其他特殊损失，因使用附带的或间接的损害，误用或无法使用本产品，或

任何保证或条件，任何违反不管是根据法定理论在其索赔所依据的，即使

REELSONAR，INC.已被告知可能发生此类损失。也不应追防REELSONAR，
INC任何形式的保证。比iBOBBER的购买价格更大金额。在不限制前述，买方
承担所有产生于使用的风险和责任损失、损害或伤害买方和买方的财产和他人、

他们的财产，误用或无法使用REELSONAR，INC出售的这款产品。非
REELSONAR，INC. 产生的重大疏忽，本有限保修不可转让，并明确您的全部
补偿。
有些州不允许限制多久默示保修的，或排除或限制偶然或必然损害的限
制的限制，因此上述限制或排除可能对您不适用。本担保为您提供特定
的法律权利，您还可能有其他的权利，不同的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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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许可

除外责任和限制 (1/2)  

使用iBobber服从ReelSonar 软件许可协议 登载于: ReelSonar.com. 

本保修涵盖了iBobber的正常的和预期用途。它仅适用于硬件产品
“iBobber”由或为ReelSonar，Inc.的，可以由“ReelSonar”商标，商标贴到
它的名称或标志来识别制造。该有限保修不适用于任何非ReelSonar硬
件产品或任何软件，即使打包或与iBobber硬件产品销售。参考软件为
您的权利的详细信息相对于它的使用的软件许可协议。 ReelSonar，公
司不保证iBobber的运行不会中断或无差错。ReelSonar不负责从失败中
产生的遵守与iBobber的使用说明伤害。本担保不适用于：
一）易损件，如电池，或因材料或工艺缺陷，旨在减少随着时间的推
移，除非发生故障保护涂层; （二）由与非iBobber产品中使用的损坏; 
（三）因意外、误用、滥用、疏忽、误用、火灾损失;闪电或其他自然
灾害;不正确的电气线路电压、波动或浪涌;安装不当造成的损坏;产品
变更或修改;不当未经授权的维修;外部装修或者外观损坏; （四）造成
操作iBobber由ReelSonar描述的预期使用范围以外的损坏; （五）因
iBobber产品的正常老化引起的正常磨损和撕裂或以其他方式的缺陷。

L
M
N
O
P

-  iBobber电池
-  水温

-  咬钩警报（关/开/可调）
- 来鱼警报（开/关）

-   iBobber LED夜钓灯（关/开）

快速概览 • iBobber 操作主界面 /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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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这会是你看的第一个画面

，在您使用iBobber之前需

要注册。

注册好后，点击“设置”

这里是操控主屏幕，里面

有很多的实用功能。

快速概览•iBobber操作主界面/屏幕

(图片5)

电池警告

电池•iBOBBER处置

该iBobber包含一个密封的，可充电锂聚合物电池。锂聚合物电池是非
常危险的，容易造成严重的人员伤害或财产。用户接受了使用锂聚合
物电池的责任。作为制造商和分销商无法保证电池正常使用（充电，
放电，存储等），他们无法追究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承担责任。在电
池渗漏的情况下，避免液体进入皮肤和眼睛接触。若与皮肤接触，请
用大量肥皂水冲洗。如果与眼睛接触，请用大量冷水冲洗，并咨询医
生。如果您发现一个可疑的气味或噪音或观察周围的iBobber或USB充
电器冒烟，立即断开它们。请勿使用酒精或者其他易燃溶剂来清洗
iBobber 充电引脚。不遵守会导致产生气体，引发火灾，触电或爆炸。

丢弃iBobber及其电池在一般的家庭废物可对环境有害。损坏或不可用
iBobbers必须在容器中专门保留用于此目的进行处置。处置iBobber/电
池时，遵循适当的地方准则和条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
的固体废弃物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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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把处iBobber以外的东西放置在USB充电器上。把硬币或
金属放置在充电器上可能导致其发热或烫伤皮肤。

不要将iBobber投放到危险、有害区域或禁止捕鱼区域。不要将
iBobber投掷到岩石上。

切勿使用外壳损坏的iBobber。请联系reelsonar.com。

当iBobber在水中请保持其在视线范围内。在晚上用内置灯来闪烁
iBobber的位置。

定期检查iBobber的潜在危害，如破裂或损坏外壳。

重要的安全和注意（2/2）

千万不要滥用、穿刺、或踩踏iBobber。这可能会损坏外壳，影响
防水性能，使其无法正常使用，人为损坏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设置

这是设置的第一个屏幕，
并且是唯一你需要设置的
地方。

选择您的测量偏好（点按
圆圈）：美国选英制，世
界其他地方公制。
 
现在点击个人。

(图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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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

点击昵称，键盘将
被打开（图片8）。
输入一个iBobber的
昵称，点击电子邮
件，然后输入您的
电子邮件地址（图
片8）。
点击“收藏鱼”和标
记所有你喜欢的鱼
（图片8）。
点击保存就注册好
了。现在点击“返回
”按钮。

(图片 7) (图片 8)

重要的安全和注意（1/2）

使用后用干净的干布擦拭iBobber和USB充电器，配套的收纳袋里保存。在
iBobber底部的铜触点浸泡过海水后必须用淡水清洗，以防止腐蚀。不要将
iBobber放在潮湿的表面或金属表面,避免不遇水也能激活iBobber。iBobber会在
你不知情下激活，使电池耗光。

保持iBobber在允许的温度范围内。在温度为0°F和125°F操作和存储
。远离热源和火源，如取暖器、火炉、散热器和其他来源产生的热量
或火焰。不要存放iBobber在高于125ºF温度环境下。

iBobber不应该被用来作为导航设备，以防止船或船只损坏、沉没或人
身伤害。作为导航设备使用会导致保修失效。

为了减少损害或伤害的风险，并保持保修标准，不要打开iBobber或
USB充电器。不要自己维修iBo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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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有限保修

此iBobber，若由ReelSonar, Inc.提供并销售（包含原包装）的
购买者享受ReelSonar, Inc.的期限为一年的质量保证，确保不受
到生产中材料和人工缺陷的影响。如果确实在上述质保期内出
现质量问题，ReelSonar, Inc.将维修或者更换新机，以我们的方
式且不会对更换新部件或者维修部件进行收费。

在生产或工艺缺陷的情况，请与我们联系：ReelSonar.com。如
果发现是生产或工艺缺陷，你收到退货授权（RA）号和说明。
我们不接受没有RA号的退回。买方负责发货给我们。我们将支
付运费给你。

连接iBobber  (1/3)   

在设置里面连接iBobber到您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iBobber在水中
时自动开机，和探鱼器蓝牙同步连接好后就可以开始享受钓鱼。下面
是当你准备使用iBobber你需要做的。

(图片 9)

1）把鱼线附着到
上面的连接点以连
接iBobber和鱼线。
我们建议你使用一
个八字环，并确保
它锁死，这样连接
iBobber的方式更安
全。较低的连接点
是用来钓小鱼的时
候增加鱼饵使用的
。

2）将
iBobber放到
水里，遇水
自动开机。
您现在可以
进行同步连
接。
转到第12页
。

附着点

附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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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iBobber  (2/3)

(图片10) (图片11) (图片12)

3）点击蓝牙同步（图片10）。
4）iBobber将出现在您的屏幕列表上显示。点击旁边的iBobber昵称（图
片11）的圆圈。当连接完成，在鱼和河床轮廓的顶部导航的声纳图标
会变为橙色（图片12）。现在您可以找到离你30米远的鱼了。
注意：蓝牙球图标持续旋转表示连接中。

固件更新提供了iBobber改善性能。以下是如何更新iBobber固件。

1）请确保您有iBobber的App的最新版本，且iBobber充满电。

2）固件更新需要互联网连接。所以一定要确保您的设备有较快的网
速，无论是Wi-Fi或3G/4G。而对于iBobber的移动电话服务在您的设
备设置被激活。

3）將iBobber水和打開設置在應用碗裡。點擊通過藍牙藍牙同步和
同步。點擊後退按鈕。如果有一個綠色的圖標旁邊的固件更新則意味
著固件更新可用。要更新點擊圖標。固件更新會自動開始。請按照屏
幕上的說明。更新只需要不到10分鐘，蘋果和大多數Android設備;
然而，一些Android設備將需要多達20分鐘。一旦完成，你會看到
綠燈短暫閃爍（指iBobber重新啟動本身）和iBobber是準備找魚。
如果更新後，你仍然可以看到“更新為”圖標，這意味著安裝沒有發
生。請確保iBobber仍然同步到智能設備並重新嘗試更新。如果您有
任何問題或有問題，請在844-IBOBBER或info@reelsonar.com與
我們聯繫

固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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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用程序要求活跃的互联网连接。在您的移动设备的设置，启
用对iBobber位置服务和蜂窝服务。如果这不能解决，则可能不是
在这些服务的覆盖区。返回到覆盖区域，然后再试一次。

Q: 不能分享旅程日志
A: 请参考Q-3的答案。

疑难解答 (2/2)

Q-2: 间断的声纳视图?
A-1: 你可能拉回iBobber时收线太快导致其跳出水面。降低iBobber软件
设置里的收线速度。推荐2.0FPS（英尺每秒）。

A-2: iBobber可能离移动设备太远（超过100英尺）或电波可能被周期
性地被阻塞蓝牙信号，或有可能是在该信号的方式的障碍物。尽量缩
短距离或移开障碍物，你应该能够同步。

Q-3: 访问日历或天气预报的错误信息 - 打开iBobber位置服务，允
许应用程序来确定您的位置。

Q: 地图是空白的，只显示我的当前和储存的位置。
A: 请参考Q-3的答案。

同步iBobber  (3/3)   

注1：
当您第一次使用iBobber，你需要iBobber（昵称）与您的手机配对。
如果你和一帮朋友正在同步的第一次，你需要单独去做 - 你投入水，
同步，然后你的朋友投出他的，同步，那么另一位朋友投他，等等。

你的第一次同步之后，你iBobber/应用程序会记住你的手机，同时多
个iBobber在一起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注2：
你的手机会记住你的iBobber,你朋友的手机也会记得他们的
iBobber。如果你出门在外，忘带手机，你可以用你朋友的
手机连接iBobber,反之亦然，他的探鱼器也能和你的手机连接。
一个iBobber同时只能和一台移动设备配对连接。

注3：
当充满电后，iBobber从充电器上卸下后会自动开机，并保持了10
分钟。这时需要更新固件（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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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3)

这是你的控制中心。

通过点击主页图标（小房子）打
开它。
再次点击和主屏幕将关闭。

从这里，你可以访问：
声纳、天气、设置、河床制图、
日历、旅行日志。

主页

A-1: 首先，最普遍的情况是iBobber没有开机。它遇到水时会自动开机
。注意：当完全充电后，iBobber从充电器上断开，并保持了10分钟开
启。这时你需要更新固件（第25页）进行。投iBobber到你钓鱼的水域
，或让探鱼器放到水中（杯子、水槽、浴缸）且iBobber同步应该是设
置>蓝牙同步>中可见。

A-2: iBobber的电量可能不足。连接iBobber到USB充电器。等
到iBobber充好电，你可以返回同步iBobber。

A-3: 因为与你的设备的蓝牙问题iBobber可能无法与您的移动设备或
平板电脑同步。完全关闭并重新启动您的设备。这将清除蓝牙缓存
并允许iBobber连接。你可能需要多试几次。

A-4: iBobber可能离移动设备太远（超过30米）或电波可能被周期性
地被阻塞蓝牙信号，或有可能是在该信号的方式的障碍物。尽量缩
短距离或移开障碍物，你应该能够同步。

疑难解答 (2/2)

Q-1: 同步iBobber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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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28) (图片29)

声纳状态仪表盘

点击声纳图标，打开仪表板。显示（从左至右）iBobber电池指示灯，水
温，来鱼报警（点击可开启/关闭），咬钩报警（点击可开启/关闭。
按两下调整灵敏度），以及iBobber夜钓灯（点击可开启/关闭）。再次
点击声纳图标，仪表板关闭。

点击声纳图标获得声纳屏幕。
鱼上标记了它们的深度和大小
。橙色标签是小于38厘米鱼。
浅绿色标签是超过38厘米的鱼
。旁边的数字表示鱼深度。在
屏幕的底部反映河床轮廓。
注意：屏幕左上角的导航栏，
如果鱼显示深绿色，并且有三
角形箭头指向他。表明您正在
使用声纳
注：GPS标签在屏幕的右下角。
点击记录你的GPS位置，并将其
保存到旅程日志。

要使用原始聲納模式，只需輕
按魚圖標在應用程序屏幕的頂
部;做同樣要回標準魚聲納模式

(图片14)

声纳



16 21

(图片16)

(图片15)

点击操控主屏幕里的河床绘制按
钮，或者当你在声纳屏幕的时候
，点击河床轮廓（右/顶部导航栏
）。
注意：在河床绘制页面，一个绿色
箭头指向河床绘制（图片15）。

一旦进入河床绘制页面，投掷
iBOBBER屏幕将出现（图像15）
，然后你需要将iBobber投掷到
100英尺之外。
当你准备好了iBobber绘制与您之
间的水床等高线图，然后点击确
定（图片15）。3的倒数将出现
（图像16）以完成准备。转到第
17页。

河床描绘 (1/2)

(图片25) (图片26) (图片27)

要通过文本、电子邮件、Twitter或Facebook（图片27）分享，只需轻按
Share（分享）旁边的箭头旅行日志图标分享。
注：点击“位置”打开你的GPS标签相关的地图详情。
要分享您的照片Instagram上，Facebook或Twitter點擊您要共享，
然後點擊分享箭的畫面。

旅程日志 / GPS定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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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22) (图片23) (图片24)

点击无论是在主屏幕上的旅程日志图标，或者从水床测绘点击声纳（
绿色鱼）。然后点击主页图标，然后点击旅行日志图标。你会看到旅
行日志（图片22）。如果你点到屏幕上任何的GPS标签、日期、时间
和地点将会有自动填充（图片23）。如果没有，到日志的位置/行程
，请点击下方的屏幕（图像22）的左上角的声纳图标GPS图标。现在
，触摸标题字段和键盘将打开。输入您的旅程的标题和其余字段，点
击一次输入你希望保存信息（图片23-24，和下一页的25-26）。完成
后点击完成。转到第21页。

點擊照片圖標捕捉到的照片。

旅程日志/ GPS定位 (1/2)

(图片18)

(图片17)

一旦计数结束后，屏幕变为卷起
iBobber。缓慢而稳定地卷起
iBobber - 你现在正在绘制的水床
轮廓。当你完成后，点击OK（图
片17）。

这时河床的轮廓会出现在屏幕上
，左边的深度刻度表示探测到的
河床深度（图像18）。

注意：在右上角的GPS标签按钮
。点击登录你的GPS位置，并将
其发送到旅程日志。

河床描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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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9)

点击在主屏幕上天气图标，或者
从河床测绘以及声纳图标（绿色
鱼/顶部导航）页面，然后点击首
页（小房子），然后点击天气图
标。

你会看到天气信息：当前温度、
每日最高/最低气温、湿度、风速
/方向、气压。

天气

(图片 20) (图片21)

点击任一日历图标在主
屏幕上，还是从河床绘
制
点击声纳（绿色鱼）。

日历

然后点击主页图标，然
后点击天气图标

你会看到日历和月相
（图片20）。

点击日期能看到日出日
落和月出月落时间（图
片21）。
（点击过去的日期，看
看过去的旅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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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9)

点击在主屏幕上天气图标，或者
从河床测绘以及声纳图标（绿色
鱼/顶部导航）页面，然后点击首
页（小房子），然后点击天气图
标。

你会看到天气信息：当前温度、
每日最高/最低气温、湿度、风速
/方向、气压。

天气

(图片 20) (图片21)

点击任一日历图标在主
屏幕上，还是从河床绘
制
点击声纳（绿色鱼）。

日历

然后点击主页图标，然
后点击天气图标

你会看到日历和月相
（图片20）。

点击日期能看到日出日
落和月出月落时间（图
片21）。
（点击过去的日期，看
看过去的旅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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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22) (图片23) (图片24)

点击无论是在主屏幕上的旅程日志图标，或者从水床测绘点击声纳（
绿色鱼）。然后点击主页图标，然后点击旅行日志图标。你会看到旅
行日志（图片22）。如果你点到屏幕上任何的GPS标签、日期、时间
和地点将会有自动填充（图片23）。如果没有，到日志的位置/行程
，请点击下方的屏幕（图像22）的左上角的声纳图标GPS图标。现在
，触摸标题字段和键盘将打开。输入您的旅程的标题和其余字段，点
击一次输入你希望保存信息（图片23-24，和下一页的25-26）。完成
后点击完成。转到第21页。

點擊照片圖標捕捉到的照片。

旅程日志/ GPS定位 (1/2)

(图片18)

(图片17)

一旦计数结束后，屏幕变为卷起
iBobber。缓慢而稳定地卷起
iBobber - 你现在正在绘制的水床
轮廓。当你完成后，点击OK（图
片17）。

这时河床的轮廓会出现在屏幕上
，左边的深度刻度表示探测到的
河床深度（图像18）。

注意：在右上角的GPS标签按钮
。点击登录你的GPS位置，并将
其发送到旅程日志。

河床描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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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6)

(图片15)

点击操控主屏幕里的河床绘制按
钮，或者当你在声纳屏幕的时候
，点击河床轮廓（右/顶部导航栏
）。
注意：在河床绘制页面，一个绿色
箭头指向河床绘制（图片15）。

一旦进入河床绘制页面，投掷
iBOBBER屏幕将出现（图像15）
，然后你需要将iBobber投掷到
100英尺之外。
当你准备好了iBobber绘制与您之
间的水床等高线图，然后点击确
定（图片15）。3的倒数将出现
（图像16）以完成准备。转到第
17页。

河床描绘 (1/2)

(图片25) (图片26) (图片27)

要通过文本、电子邮件、Twitter或Facebook（图片27）分享，只需轻按
Share（分享）旁边的箭头旅行日志图标分享。
注：点击“位置”打开你的GPS标签相关的地图详情。
要分享您的照片Instagram上，Facebook或Twitter點擊您要共享，
然後點擊分享箭的畫面。

旅程日志 / GPS定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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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28) (图片29)

声纳状态仪表盘

点击声纳图标，打开仪表板。显示（从左至右）iBobber电池指示灯，水
温，来鱼报警（点击可开启/关闭），咬钩报警（点击可开启/关闭。
按两下调整灵敏度），以及iBobber夜钓灯（点击可开启/关闭）。再次
点击声纳图标，仪表板关闭。

点击声纳图标获得声纳屏幕。
鱼上标记了它们的深度和大小
。橙色标签是小于38厘米鱼。
浅绿色标签是超过38厘米的鱼
。旁边的数字表示鱼深度。在
屏幕的底部反映河床轮廓。
注意：屏幕左上角的导航栏，
如果鱼显示深绿色，并且有三
角形箭头指向他。表明您正在
使用声纳
注：GPS标签在屏幕的右下角。
点击记录你的GPS位置，并将其
保存到旅程日志。

要使用原始聲納模式，只需輕
按魚圖標在應用程序屏幕的頂
部;做同樣要回標準魚聲納模式

(图片14)

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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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3)

这是你的控制中心。

通过点击主页图标（小房子）打
开它。
再次点击和主屏幕将关闭。

从这里，你可以访问：
声纳、天气、设置、河床制图、
日历、旅行日志。

主页

A-1: 首先，最普遍的情况是iBobber没有开机。它遇到水时会自动开机
。注意：当完全充电后，iBobber从充电器上断开，并保持了10分钟开
启。这时你需要更新固件（第25页）进行。投iBobber到你钓鱼的水域
，或让探鱼器放到水中（杯子、水槽、浴缸）且iBobber同步应该是设
置>蓝牙同步>中可见。

A-2: iBobber的电量可能不足。连接iBobber到USB充电器。等
到iBobber充好电，你可以返回同步iBobber。

A-3: 因为与你的设备的蓝牙问题iBobber可能无法与您的移动设备或
平板电脑同步。完全关闭并重新启动您的设备。这将清除蓝牙缓存
并允许iBobber连接。你可能需要多试几次。

A-4: iBobber可能离移动设备太远（超过30米）或电波可能被周期性
地被阻塞蓝牙信号，或有可能是在该信号的方式的障碍物。尽量缩
短距离或移开障碍物，你应该能够同步。

疑难解答 (2/2)

Q-1: 同步iBobber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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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用程序要求活跃的互联网连接。在您的移动设备的设置，启
用对iBobber位置服务和蜂窝服务。如果这不能解决，则可能不是
在这些服务的覆盖区。返回到覆盖区域，然后再试一次。

Q: 不能分享旅程日志
A: 请参考Q-3的答案。

疑难解答 (2/2)

Q-2: 间断的声纳视图?
A-1: 你可能拉回iBobber时收线太快导致其跳出水面。降低iBobber软件
设置里的收线速度。推荐2.0FPS（英尺每秒）。

A-2: iBobber可能离移动设备太远（超过100英尺）或电波可能被周期
性地被阻塞蓝牙信号，或有可能是在该信号的方式的障碍物。尽量缩
短距离或移开障碍物，你应该能够同步。

Q-3: 访问日历或天气预报的错误信息 - 打开iBobber位置服务，允
许应用程序来确定您的位置。

Q: 地图是空白的，只显示我的当前和储存的位置。
A: 请参考Q-3的答案。

同步iBobber  (3/3)   

注1：
当您第一次使用iBobber，你需要iBobber（昵称）与您的手机配对。
如果你和一帮朋友正在同步的第一次，你需要单独去做 - 你投入水，
同步，然后你的朋友投出他的，同步，那么另一位朋友投他，等等。

你的第一次同步之后，你iBobber/应用程序会记住你的手机，同时多
个iBobber在一起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注2：
你的手机会记住你的iBobber,你朋友的手机也会记得他们的
iBobber。如果你出门在外，忘带手机，你可以用你朋友的
手机连接iBobber,反之亦然，他的探鱼器也能和你的手机连接。
一个iBobber同时只能和一台移动设备配对连接。

注3：
当充满电后，iBobber从充电器上卸下后会自动开机，并保持了10
分钟。这时需要更新固件（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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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iBobber  (2/3)

(图片10) (图片11) (图片12)

3）点击蓝牙同步（图片10）。
4）iBobber将出现在您的屏幕列表上显示。点击旁边的iBobber昵称（图
片11）的圆圈。当连接完成，在鱼和河床轮廓的顶部导航的声纳图标
会变为橙色（图片12）。现在您可以找到离你30米远的鱼了。
注意：蓝牙球图标持续旋转表示连接中。

固件更新提供了iBobber改善性能。以下是如何更新iBobber固件。

1）请确保您有iBobber的App的最新版本，且iBobber充满电。

2）固件更新需要互联网连接。所以一定要确保您的设备有较快的网
速，无论是Wi-Fi或3G/4G。而对于iBobber的移动电话服务在您的设
备设置被激活。

3）將iBobber水和打開設置在應用碗裡。點擊通過藍牙藍牙同步和
同步。點擊後退按鈕。如果有一個綠色的圖標旁邊的固件更新則意味
著固件更新可用。要更新點擊圖標。固件更新會自動開始。請按照屏
幕上的說明。更新只需要不到10分鐘，蘋果和大多數Android設備;
然而，一些Android設備將需要多達20分鐘。一旦完成，你會看到
綠燈短暫閃爍（指iBobber重新啟動本身）和iBobber是準備找魚。
如果更新後，你仍然可以看到“更新為”圖標，這意味著安裝沒有發
生。請確保iBobber仍然同步到智能設備並重新嘗試更新。如果您有
任何問題或有問題，請在844-IBOBBER或info@reelsonar.com與
我們聯繫

固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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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有限保修

此iBobber，若由ReelSonar, Inc.提供并销售（包含原包装）的
购买者享受ReelSonar, Inc.的期限为一年的质量保证，确保不受
到生产中材料和人工缺陷的影响。如果确实在上述质保期内出
现质量问题，ReelSonar, Inc.将维修或者更换新机，以我们的方
式且不会对更换新部件或者维修部件进行收费。

在生产或工艺缺陷的情况，请与我们联系：ReelSonar.com。如
果发现是生产或工艺缺陷，你收到退货授权（RA）号和说明。
我们不接受没有RA号的退回。买方负责发货给我们。我们将支
付运费给你。

连接iBobber  (1/3)   

在设置里面连接iBobber到您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iBobber在水中
时自动开机，和探鱼器蓝牙同步连接好后就可以开始享受钓鱼。下面
是当你准备使用iBobber你需要做的。

(图片 9)

1）把鱼线附着到
上面的连接点以连
接iBobber和鱼线。
我们建议你使用一
个八字环，并确保
它锁死，这样连接
iBobber的方式更安
全。较低的连接点
是用来钓小鱼的时
候增加鱼饵使用的
。

2）将
iBobber放到
水里，遇水
自动开机。
您现在可以
进行同步连
接。
转到第12页
。

附着点

附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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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

点击昵称，键盘将
被打开（图片8）。
输入一个iBobber的
昵称，点击电子邮
件，然后输入您的
电子邮件地址（图
片8）。
点击“收藏鱼”和标
记所有你喜欢的鱼
（图片8）。
点击保存就注册好
了。现在点击“返回
”按钮。

(图片 7) (图片 8)

重要的安全和注意（1/2）

使用后用干净的干布擦拭iBobber和USB充电器，配套的收纳袋里保存。在
iBobber底部的铜触点浸泡过海水后必须用淡水清洗，以防止腐蚀。不要将
iBobber放在潮湿的表面或金属表面,避免不遇水也能激活iBobber。iBobber会在
你不知情下激活，使电池耗光。

保持iBobber在允许的温度范围内。在温度为0°F和125°F操作和存储
。远离热源和火源，如取暖器、火炉、散热器和其他来源产生的热量
或火焰。不要存放iBobber在高于125ºF温度环境下。

iBobber不应该被用来作为导航设备，以防止船或船只损坏、沉没或人
身伤害。作为导航设备使用会导致保修失效。

为了减少损害或伤害的风险，并保持保修标准，不要打开iBobber或
USB充电器。不要自己维修iBo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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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把处iBobber以外的东西放置在USB充电器上。把硬币或
金属放置在充电器上可能导致其发热或烫伤皮肤。

不要将iBobber投放到危险、有害区域或禁止捕鱼区域。不要将
iBobber投掷到岩石上。

切勿使用外壳损坏的iBobber。请联系reelsonar.com。

当iBobber在水中请保持其在视线范围内。在晚上用内置灯来闪烁
iBobber的位置。

定期检查iBobber的潜在危害，如破裂或损坏外壳。

重要的安全和注意（2/2）

千万不要滥用、穿刺、或踩踏iBobber。这可能会损坏外壳，影响
防水性能，使其无法正常使用，人为损坏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设置

这是设置的第一个屏幕，
并且是唯一你需要设置的
地方。

选择您的测量偏好（点按
圆圈）：美国选英制，世
界其他地方公制。
 
现在点击个人。

(图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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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这会是你看的第一个画面

，在您使用iBobber之前需

要注册。

注册好后，点击“设置”

这里是操控主屏幕，里面

有很多的实用功能。

快速概览•iBobber操作主界面/屏幕

(图片5)

电池警告

电池•iBOBBER处置

该iBobber包含一个密封的，可充电锂聚合物电池。锂聚合物电池是非
常危险的，容易造成严重的人员伤害或财产。用户接受了使用锂聚合
物电池的责任。作为制造商和分销商无法保证电池正常使用（充电，
放电，存储等），他们无法追究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承担责任。在电
池渗漏的情况下，避免液体进入皮肤和眼睛接触。若与皮肤接触，请
用大量肥皂水冲洗。如果与眼睛接触，请用大量冷水冲洗，并咨询医
生。如果您发现一个可疑的气味或噪音或观察周围的iBobber或USB充
电器冒烟，立即断开它们。请勿使用酒精或者其他易燃溶剂来清洗
iBobber 充电引脚。不遵守会导致产生气体，引发火灾，触电或爆炸。

丢弃iBobber及其电池在一般的家庭废物可对环境有害。损坏或不可用
iBobbers必须在容器中专门保留用于此目的进行处置。处置iBobber/电
池时，遵循适当的地方准则和条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
的固体废弃物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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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许可

除外责任和限制 (1/2)  

使用iBobber服从ReelSonar 软件许可协议 登载于: ReelSonar.com. 

本保修涵盖了iBobber的正常的和预期用途。它仅适用于硬件产品
“iBobber”由或为ReelSonar，Inc.的，可以由“ReelSonar”商标，商标贴到
它的名称或标志来识别制造。该有限保修不适用于任何非ReelSonar硬
件产品或任何软件，即使打包或与iBobber硬件产品销售。参考软件为
您的权利的详细信息相对于它的使用的软件许可协议。 ReelSonar，公
司不保证iBobber的运行不会中断或无差错。ReelSonar不负责从失败中
产生的遵守与iBobber的使用说明伤害。本担保不适用于：
一）易损件，如电池，或因材料或工艺缺陷，旨在减少随着时间的推
移，除非发生故障保护涂层; （二）由与非iBobber产品中使用的损坏; 
（三）因意外、误用、滥用、疏忽、误用、火灾损失;闪电或其他自然
灾害;不正确的电气线路电压、波动或浪涌;安装不当造成的损坏;产品
变更或修改;不当未经授权的维修;外部装修或者外观损坏; （四）造成
操作iBobber由ReelSonar描述的预期使用范围以外的损坏; （五）因
iBobber产品的正常老化引起的正常磨损和撕裂或以其他方式的缺陷。

L
M
N
O
P

-  iBobber电池
-  水温

-  咬钩警报（关/开/可调）
- 来鱼警报（开/关）

-   iBobber LED夜钓灯（关/开）

快速概览 • iBobber 操作主界面 /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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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K

- 功能选择指示灯（当前屏幕）
- 声纳屏图标 • 点击声纳
- 声纳状态和iBobber状态/
    橙色意味着iBobber是活动的，
    点击能察看iBobber状态

- 河床绘制图标•点击
    观察河床
-  操作主界面
-  声纳屏
-  河床
-  天气
-  日历
-  设置
-  行程日志

快速概览 • iBobber 操作主界面/ 屏幕 除外责任和限制 (2/2) 

有任何明示担保除外列出的那些和描述以上，且无担保明示或暗示的，包括但不

限于适销性或适用于某一特定用途的任何暗示的保证担保对于隐藏或潜在缺陷，

均不后申请明示保修期前面提及，并没有其他明示担保或保证给予任何个人、商

号或公司关于本产品应具有约束力REELSONAR，INC。除非在本担保，并在法
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REELSONAR，INC。不负责的收入或利润，未实现节约
或其他利益、机会损失、商誉损失、名誉损失、损失、损害、妥协或数据损坏，

或任何其他特殊损失，因使用附带的或间接的损害，误用或无法使用本产品，或

任何保证或条件，任何违反不管是根据法定理论在其索赔所依据的，即使

REELSONAR，INC.已被告知可能发生此类损失。也不应追防REELSONAR，
INC任何形式的保证。比iBOBBER的购买价格更大金额。在不限制前述，买方
承担所有产生于使用的风险和责任损失、损害或伤害买方和买方的财产和他人、

他们的财产，误用或无法使用REELSONAR，INC出售的这款产品。非
REELSONAR，INC. 产生的重大疏忽，本有限保修不可转让，并明确您的全部
补偿。
有些州不允许限制多久默示保修的，或排除或限制偶然或必然损害的限
制的限制，因此上述限制或排除可能对您不适用。本担保为您提供特定
的法律权利，您还可能有其他的权利，不同的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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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法律与仲裁

本有限保修，由华盛顿州的法律管辖，不与法律原则可以提供其他司法
管辖区的法律适用任何冲突原则的约束。在这有限保修有关的任何索赔
或争议应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通过具有约束力的非外观基于仲裁解决
。仲裁应通过建立替代争议解决机构由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开始。替代争
议解决机构和有关各方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一）仲裁应通过电话进行，网上和/或完全基于书面意见，具体方式由
当事人启动仲裁选择;二）仲裁不得涉及任何个人的外观由当事人或除
非双方另有约定的双方证人;三）由仲裁员作出的裁决的判决可以在任
何有管辖权的法院执行。如果上述仲裁条款并不适用于任何原因，您
同意提交给州法院位于金县，华盛顿州内和联邦法院在华盛顿州西雅
图的属人管辖权的诉讼的所有此类索赔或争议的目的，法院对此类索
赔或争议专属管辖权。

尽管有上述规定，ReelSonar，公司可以寻求禁令或其他公平救济，
以保护其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知识产权。

(图片3) (图片4)

轻轻推iBobber插入充电器（图片3），轻轻顺时针转动iBobbler,让“凸
块”滑块横向通过凹槽。将充电线插入电脑USB端口，或使用USB适配
器插入电源插座即充电开始，蓝色光沿iBobber圆周（图片4）表示正
在充电。指示灯一直亮着，直到完全充电，然后闪烁，表示一次完整
的充电。注意：当充满电，iBobber充电器上断开后仍然开机，并能保
持10分钟。这时你需要更新固件（25页）。开始充电时请通过应用软
件里的检查固件更新iBobber，并在必要时更新。当充电时，不要离开
iBobber充电器，因为会慢慢地消耗电池电量。

iBobber充电 (2 of 2) 

凸块进入凹槽

慢慢压下

轻轻顺时针旋转以
锁定

轻轻逆时针旋转以
解锁

蓝灯= 充电中

凸块
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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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 (图片2)

在您第一次使用iBobber你需要给它充电。这是非常简单 - 只需将
iBobber（图片1）的白边的“凸块”对准充电器底座的凹槽（图片2
）。转到第5页。

iBobber充电 (1 of 2) 

凸块

充电头

充电接口

凹槽

产品信息指南的更改

在本指南中得说明和规格仅为帮助使用产品，如需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指南的最新版本将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ReelSonar.com 获取。本
指南中的说明和规定在印刷时是正确的。 ReelSonar，Inc.保留修改
或改进产品设计和用户手册的权力，且没有任何限制，也不需通知用
户的任何义务。作为我们一直在努力提升和改进我们的产品的一部分
，您所购买的 产品与本指南中介绍的型号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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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到期产品处置

包装 iBobber & USB 充电器

在iBobber和USB充电器的寿命结束后不要将其当做普通生活垃圾处置。正确的
处理方法：为了防止由不受控制的废物处置可能对环境和人身安全产生伤害，
请分别按照当地的法律和法规处理本产品。有关可用于消费者，您家附近，免
费的分类收集点以及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市政当
局。您也可以联系您购买的iBobber零售商 - 他们可能已经到位，回收服务，也
可以是一个特定回收计划的一部分。

请将纸与塑料
区分回收

请将纸与塑料
区分回收

iBobber与iPhone4S、5系列、6、iPad 3、Mini
和用Bluetooth Smart®（V4.0）的Android™
（4.3或更高版本）手机或平板电脑同步。
iBobber应用程序通过Bluetooth Smart®（V4.0）
同步。确保你的设备使用Bluetooth Smart V4.0
。 注：Android应用程序没有后退按钮;使用设
备内置的后退按钮。

Android智能設備是要求輸入PIN，嘗試像
0000或基本代碼1111如果您仍然遇到問題聯
繫卷聲納在info@reelsonar.cpom或
1-844-iBOBBER

在你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应用软件商店里搜索iBobber。找
到它，并且下载和安装iBobber应用软件。

安装应用程序到您的设备，并启动应用程序。

应用获取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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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条款

更改或修改，没有明确批准的负责遵守可能会导致用户无权操作设备的权利。
依照FCC规则第15部分中的规范，此设备经测试确定符B类数码设备的限制。这些
规格设计用来为在居住场所安装条件下的类似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本设备在使用
时会产生无线电射频辐射,如果没有依照本手册的指示 安装和使用,可能会与其他无
线通讯设备产生干扰。但是，在特定安装条件下，不保证这类干扰不会发生。
如果怀疑会对无线电视或电视机接收信号造成干扰
可以使用以下列表中的一种或多种措施来减少干扰:

•  转动电视机或无线电天线，直到干扰停止。
• 使探鱼器远离电视机或无线电。
• 将探鱼器电源线插入到其他电路的插座中。
• 如果需要，请咨询ReelSonar授权服务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加拿大:
此设备符合Industry Canada许可中的豁免RSS标准，操作设备须符合以下两
个条件（1）此设备可能不会导致干扰（2）此设备必须接受任何干扰，包括可
能导致不希望出现的设备操作干扰。

FCC辐射暴露声明
用于这种发射机的天线必须安装，以提供所有的人的至少20厘米的间隔距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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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可与iPhone同步”和“可与iPad同步”是指iBobber和iBobber应用程序被
设计为专门连接至iPhone或iPad，由开发者开发以满足Apple性能标准
。苹果不负责此设备或其符合安全和监管标准的操作。请注意，使用
该附件与iPhone或iPad可能影响无线性能。iPad和iPhone是苹果公司的
商标，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

Bluetooth文字商标和徽标由Bluetooth SIG公司拥有。ReelSonar，Inc对这
些商标的使用受到认证许可。

Andriod™是谷歌公司的商标，使用该商标是受到谷歌权限限制。并非所
有的设备兼容。请查看ReelSonar.com.

软件
您的ReelSonar, Inc.的产品可以通过特殊的ReelSonar专有版权软件以控
制其操作。软件的部件包含包括GPL、MIT和Creative Common许可授权
的版权内容。另外你的ReelSonar, Inc.产品包含由ReelSonar, Inc.开发和
版权所有的专有固件。

版权
Copyright© 2013 ReelSonar,Inc. 版权所有。专利申请中

欢迎来到iBobber™。本指南将告诉你如何使用iBobber，使钓鱼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多的乐趣。 

使用iBobber之前完全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并保留本手册以供将来参
考。遵守所有的指示。对于本指南的可下载pdf版，请访问
ReelSonar.com。

iBobber
USB充电器
收纳袋
iBobber使用说明书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任何物品损坏或丢失，请发送电子邮件
至info@reelsonar.com。
 

产品信息指南

包装内包含



IC: 11845A-IBOBBER
FCC ID: SGG-IBOBBER

iBobber™ 是ReelSonar, Inc.的商标

©2016 ReelSonar, Inc. 华盛顿州西雅图
版权所有。专利申请中

客户支持 • ReelSonar.com • 400-0550-176 (免费电话)

由ReelSonar在西雅图设计

“可与iPhone同步”和“可与iPad同步”是指iBobber和iBobber应用程序被设计为专
门连接至iPhone或iPad，由开发者开发以满足Apple性能标准。苹果不负责此
设备或其符合安全和监管标准的操作。请注意，使用该附件与iPhone或iPad可
能影响无线性能。 iPad和iPhone是苹果公司的商标，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
Bluetooth文字商标和徽标由Bluetooth SIG公司拥有。ReelSonar，Inc对这些商标
的使用受到认证许可。Andriod™是谷歌公司的商标，使用该商标是受到谷歌
权限限制。并非所有的设备兼容。请查看www.ReelSonar.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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