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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入门

感谢购买 Livescribe 3 智能笔。用不了

几分钟，您就可以在新的 Livescribe 笔

记本上记笔记了，且笔记内容会立即

显示在 Livescribe+ 应用程序上。请将 

Livescribe+  下载到智能手机或平板电

脑，然后打开智能笔与移动设备配对。

下载 LIVESCRIBE+ 应用程序

Livescribe+ 应用程序可以从 App StoreSM 免

费下载。首先将其下载到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Livescribe+ 要求使用下列运行 iOS7 的设备：

• iPhone® 4S 或更新版本

• iPad® 第三代或更新版本

• iPad®  mini 或更新版本

• iPod touch® 第五代或更新版本

我们还将增加对其他设备的

支持。有关兼容设备的最新信息，

请登录 Livescribe 网站查询：

www.livescribe.com/livescribe3，

或使用移动设备扫描此二维码。

扫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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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与配对

下载 Livescribe+ 后，确保已开启移动设备的 

Bluetooth®（蓝牙）功能。顺时针转动  Livescribe 

3 智能笔中间的纹理转环，开启智能笔。如果智

能笔之前未与任何设备配对，其 LED 指示灯会

闪烁绿色，表示智能笔正处于配对模式。

启动 Livescribe+，它会自动检测您的  Livescribe 3 

智能笔。随后会显示通知，询问是否要与新智能

笔配对。选择 ”Pair（配对）”。您只需将智能笔与

每个要使用的设备配对一次。之后每次启动应

用程序即会自动配对。

智能笔与设备配对成功后，智能笔

的  LED 指示灯会持续显示蓝色。

书写

先在  Livescribe Starter  笔记本上书写以测试连

接情况。书写结果应立即显示在应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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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笔功能介绍

1 • 笔芯
Livescribe™ 3 智能笔配有可更换的中幅笔尖碳

化钨圆珠笔芯。

更换笔芯:

·  转动中部圆环启动智能笔，继续转动直至笔芯
完全伸出。 

·  用手将笔芯拽出。

·  将新笔芯推入，直至听到“咔哒”一声表示安装到位。

注意:  我们推荐使 用与智能笔兼容的 Livescribe 替换笔 芯 �(67 mm x 2.35 mm 直径 )。
Livescribe 3 智能笔不支持 Pulse™/Echo™/Sky™/Livescribe wifi  智能笔所使用的老式笔芯。

您也可以使 用尺寸匹配 且带 有渗露保 护功能的无碳 墨水笔 芯，但 Livescribe 无法 保证非 
Livescribe 替换笔 芯的 使 用效 果。

2 • 开/关转环
智能笔启动时笔芯会自动伸出，关闭时笔芯会自动缩回。

转动中部圆环启动智能笔，继续转动直至笔芯

智能笔配有可更换的中幅笔尖碳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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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LED 状态指示灯
LED 状态指示灯可提供与智能笔有关的重要信息。

4 • 集成电容笔
智能笔配有拆卸式电容笔，可用于触屏手机和平板电脑。它位于智能笔

顶部，下面覆盖着 Micro USB 端口。

锂离子电池
应用程序右上角即可查看电池电量。此时，智能笔必须处于开启状态并

与移动设备配对（即 LED 持续显示蓝色）。

要为智能笔充电，请将 Micro USB 线的一端

插入智能笔顶部的插口（位于拆卸式电容笔

下方),然后将另一端插入电脑 USB 端口或 

USB 充电器。

剩余电量约 15% 时 LED 指示灯会闪烁黄色 3 

次进行提醒。

 指示灯状态  传达的信息

 闪烁绿色 已启动/等待蓝牙连接

 持续蓝色 已启动/蓝牙连接成功

 闪烁黄色 3 次 剩余电量约 15%

 持续红色 移动设备声音录制中

 闪烁黄色 固件更新中

您可以 通过网站在 线帮助找 到其他  LED 状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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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SCRIBE™ 点阵纸

创建 PENCAST 文件

Pencast 是一种交互式文件，其中包含与笔记

内容同步的音频内容。

要使用 Livescribe 3 创建 Pencast 文件，您必

须启动智能笔并确保 Livescribe+ 在智能手

机或平板电脑上处于活动状态。音频录制需

要使用移动设备的麦克风。

从 LIVESCRIBE 纸上录制
用智能笔点击 Livescribe 笔记本页面底部的录

音按钮即可开始录制。

从 LIVESCRIBE+ 录制
要从 Livescribe+ 录制，点击 Page（页面）或 
Feed（源）视图右下角的录音控制即可。

Livescribe 3 智能笔可以在所有 Livescribe 笔记本上使用。

Livescribe 点阵纸有多种尺寸和规格可选。

某些 Livescribe 纸上带有用于其他 Livescribe 智能笔的控制功能，

但 这些功能对 Livescribe 3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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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贴士

• 录音时，智能笔  LED 指示灯会持续显示红色，同时 Livescribe+ 会显示

一个红色录音进度条。

• 录音开始后，此应用程序无需处于前台也能继续录音。

• 来电会中断录音。接完电话后请务必重新启动录音。

• 录音结束后，点击 Pencast 视图中的笔记或用智能笔直接点击笔记线

条即可回放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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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Livescribe 3  与移动设备断开连接该怎么办?

如果应用程序处于活动状态而 LED 指示灯未持续显示蓝色，就可以断

定智能笔与移动设备已断开连接。首先，您可能需要重启智能笔来恢

复连接。也可能需要退出和重启应用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在 

Livescribe 笔记本上面点击 Device Pairing（设备配对）图标来启用智

能笔的配对模式。

Livescribe 笔记本页面底部的星星    、旗帜    和标签    都是什么

意思?

这些图标是预先印制的控件，可用来为笔记手写内容添加标记。点击相

关控制图标然后开始书写。书写内容发送到设备上后，Livescribe+ 会

将其分组方便阅读。您也可以使用 Livescribe+ 对标记进行自定义设置。  

Livescribe 笔记本页面顶部的                    按钮都是什么意思 ?

这些图标是快捷方式控件，用于预先编写好的控制功能。通过

Livescribe+ 首选项面板可了解更多信息。

record pause stoprecord pause stoprecord pause stop

                                      

record pause stop

                                      

record pause stop

                                      

record pause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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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Livescribe 3 智能笔的视频，操作贴 
士及文档资料，请访问  
www.livescribe.com/livescribe3support

在线帮助 
www.livescribe.com/livescribe3onlinehelp

Livescribe 客户支持 
support.livescribe.com

关注我们 

Facebook 粉丝页面 
www.facebook.com/livescribe

Twitter 全球页面 
www.twitter.com/livescribe

Livescribe 博客 
www.livescribe.com/blog

YouTube  
www.youtube.com/nevermissaword

Livescribe Inc. 设备型号 : V1110 FCC ID: CKD-00072 IC: 10240A-00072

法规信息

此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章的规定。其操作应符合下列两项条件：(1) 设备不得产生有害干扰；(2) 设备必须接受收到

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非期望运行表现的干扰。警告：未经  Livescribe, Inc. 明确准许，不得对设备进行任何更改

或修改，否则，可能导致您丧失该设备的操作权限。注意：根据  FCC 规则第  15 章的规定，此设备经过测试符合  B  类

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对住宅安装中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防护。此设备可产生，使用并放射射频能量。 

未按说明安装和使用可能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但是我们不保证采用特定安装方式可以避免产生此类干扰。

如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产生有害干扰（可通过开关设备确定），建议用户通过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纠正：

• 调整接收天线的安装方向或位置。 

• 扩大设备和接收器的距离。 

• 将设备连接到非接收器电路的插座上。 

• 咨询经销商或经验丰富的无线电 / 电视技术人员获取帮助。

该设备符合加拿大工业部  (Industry Canada) 许可证豁免  RSS 标准的要求。其操作应符合下列两项条件 : (1) 设备不

得产生有害干扰；(2) 设备必须接受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非期望运行表现的干扰。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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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SCRIBE 是 Livescribe Inc. 的商标（联系地址：Oakland, California 94621)。Apple, iPhone, iPad, iPod touch 及 iTunes 为 Apple Inc.  
的商标。App Store 为 Apple Inc. 的服务商标 。所有其它商标为其各自拥有者的财产。©2014 Livescribe Inc.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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