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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o eReader 基本信息 

开关 Kobo eReader 

电源按钮位于 eReader 背面。 

 

可以在不阅读时关闭 eReader 或将其设为睡眠状态。两者均有

助于延长电池续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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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区别在于将 eReader 设为睡眠状态后，将其唤醒时会直

接回到之前浏览的最后一个屏幕。这可能是书中的某一页、

Kobo 商店或书库中的某个区域。如果关闭 eReader，再次打开

时将返回主页。 

请注意，将 eReader 设为睡眠状态可能会中断书库同步和无线

连接等操作。 

若要打开 eReader，请执行以下操作： 

• 按住电源按钮，直到打开 eReader。 

若要关闭 eReader，请执行以下操作： 

• 按住电源按钮，直至看到“已关机”屏幕。  

若要将 eReader 设为睡眠状态，请执行以下操作： 

• 按下电源按钮并快速松开。 

若要将 eReader 从睡眠中唤醒，请执行以下操作： 

• 按下电源按钮并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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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Reader 充电 

首次使用 Kobo eReader 之前，应该至少充一小时电。 

充满电的 Kobo eReader 电池的续航时间可以长达两个月，具体

取决于 eReader 的使用频率。如有可能，请使用随附的 USB-C 

数据线为 Kobo eReader 充电。  

如果需要更换 USB-C 数据线，可以在任何出售 USB-C 数据线的

地方购买新数据线。 

按照以下步骤为 eReader 充电。 

1. 打开电脑。 

2. 将 USB-C 数据线连接至 eReader 和电脑。 

 

可以在 eReader 充电时继续阅读。屏幕右上角会显示电池的充

电状态。 

还可以使用任何 5V、1A USB-C 适配器为 Kobo eReader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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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如果要前往具有不同电力系统的国家／地区，请首

先确保具备合适的转换器，再使用电源插座为 Kobo eReader 充

电。 

 

电池图标 含义 

 eReader 已没电。 

 eReader 正在充电。 

 eReader 已部分充电。 

 eReader 已充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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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翻页按钮翻页 

 
前后翻页具体操作如下：按住上方或下方的翻页按钮。翻页按

钮会根据 eReader 的握持方式自动调整，以便使用上方按钮向

后翻页，并使用下方按钮向前翻页。 

 

反转翻页按钮：可以反转翻页按钮的方向，使上方按钮向前翻

页，下方按钮向后翻页。若要执行此操作，请转到主屏幕，然

后轻触屏幕底部的“其他”。接着轻触“设置”，然后轻触“阅读设

置”。在“按钮控件”下方轻触“已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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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翻页：若要快速跳过页面，请长按任意一个翻页按钮，以

快速浏览此书。 

 

在触摸屏上使用手势 

打开 eReader 后，可以触摸屏幕打开书籍、翻页、选择项目等

等。 

• 轻触：轻触屏幕即可打开书籍、翻页、选择菜单等等。 

• 轻扫：使用此手势可翻页和滚动浏览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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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按：触摸屏幕并将手指按在相应位置。 

可以将此手势用于书籍封面和书名，以查看更多选项。

还可以在阅读时使用该手势选择文本。长按某个字词，

松开手后，eReader 会为所选字词加下划线，并在字词

的两端各显示一个圆圈。拖动圆圈即可选择更多文本。 

• 拖动：阅读 PDF 时，如果放大查看更大版本的页面，可

以四处拖动页面，以查看页面的不同部分。若要执行此

操作，请触摸屏幕上的任何位置并轻轻移动手指。页面

将沿着手指的方向移动。 

调整屏幕亮度 

eReader 配有内置灯，便于在黑暗中 

阅读。 

 

可以通过下列几种方式调整屏幕亮度： 

 

• 阅读时，沿屏幕左边缘向上或向下轻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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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屏幕上轻触屏幕顶端的  亮度图标，然后向左或

向右拖动亮度下方的  圆形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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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然光功能 

可以使用“自然光”功能调整屏幕的颜色，其中包括适合夜间阅

读的橙色烛光，以及适合白天的白色阳光等颜色。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顶端附近的  亮度图标。 

3. 轻触“就寝时间”旁边的  下拉箭头。 

4. 选择您通常就寝的时间。 

5. 调整屏幕颜色： 

• 若要让 eReader 自动调整屏幕颜色，请确保“自动”旁边

的圆形图标在右侧 。 

• 若要手动调整自然光设置，请确保“自动”旁边的圆形图

标在左侧 。 

• 将  圆形图标拖向  太阳图标，使屏幕发出适

合白天阅读的白光。 

• 将  圆形图标拖向  太阳图标，使屏幕发出适合

夜间阅读的橙光。 



 
14 

• 注意事项：如果手动调整自然光设置，eReader 不会根

据一天中的时间自动调整屏幕颜色。 

 

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 eReader 

eReader 的屏幕和您的双手应该保持干燥，以获得最佳阅读体

验。如果弄湿了屏幕，只需用干布擦拭即可。如果在弄湿后或

水下使用，屏幕可能不会作出预期响应。 

 

如果 eReader 被以下任何一种物质弄湿，请立即用清水冲洗，

并在使用前将其擦干。这将延长 eReader 的使用寿命。 

 

• 盐水 

• 肥皂水 

• 游泳池里的氯化水 

 

Kobo eReader 防水 

 

如果按照以下说明操作，eReader 可以在 2 米（6.5 英尺）深的

淡水中浸泡长达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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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Reader 已通过 IPX8 认证，这意味着它已经在某些条件下经

过防水测试和认证。 

 

应遵循下列操作，以避免 eReader 被水损坏。请注意，此 

eReader 既不防尘，也不防沙。 

 

• 首先擦干 USB 端口，然后再将 USB 充电器连接到 

eReader。 

• 避免将 eReader 暴露在汹涌的水流中，例如瀑布或波

浪。 

• 切勿在水中或其附近，或者潮湿的地方为 eReader 充

电。 

• 此 eReader 不会浮在水面。浸入水中的深度不得超过 2 

米（6.5 英尺）。 

• 切勿将 eReader 浸入水中超过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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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屏幕方向 

eReader 屏幕可以自动旋转为横向或纵向模式。 

 

当屏幕处于自动旋转模式时，您会看到屏幕顶端的  自动旋

转图标。关闭自动旋转功能后，您将看到  或者  图标。 

 

 

Kobo eReader 主屏幕简介 

打开 eReader 后，首先会看到主页。 

可以在主屏幕上执行以下操作： 

• 同步和更新 eReader：同步功能使 eReader 可以及时更

新软件和从 Kobo 购买的书籍。若要同步 eReader，请

轻触  同步图标。 

• 购买书籍：想寻找读物？轻触  搜索图标即可在 

eReader 上查找书籍或浏览 Kobo 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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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书籍：轻触书籍封面开始阅读。 

若要转到主屏幕，请执行以下操作： 

• 阅读时：轻触屏幕中央将显示“阅读菜单”。轻触“返回主

页”。 

在主屏幕上轻触下列其中一个图标：  

•   其他图标 

打开 eReader 菜单。 

 

•   Wi Fi 图标 

查看和连接至现有 Wi Fi 网络。 

 

•  亮度图标 

调整屏幕亮度。 

 

•  电池图标 

查看电池状态和更改节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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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图标 

将最近购买的书籍下载至 eReader，并更新 eReader 软

件（如果有的话）。 

• 搜索图标 

在 Kobo eReader 上搜索书籍或在 Kobo 商店购买新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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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Reader 上使用 Wi Fi 

将 eReader 连接至 Wi Fi 网络 

连接至 Wi Fi 网络，以便将书籍下载到 

eReader，并在 eReader 上购买书籍。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顶端的  同步图标。 

3. 轻触“立即同步”。 

eReader 将尝试连接至 Wi Fi。这可能 

需要一点时间。 

系统将提示您选择无线网络。 

4. 轻触要使用的网络名称。 

如果网络旁边有  锁状图标，您将需要 

使用密码才能加入该网络。 

5. 如果系统提示您输入网络密码，请使用 

键盘输入密码，然后轻触“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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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轻触“显示密码”查看所输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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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eReader 的 Wi Fi 状态 

若要查看是否已连接至互联网，请检查屏幕 

顶端的 Wi Fi 状态图标。 

 

•   Wi Fi 处于待机状态以节省电池电量。 

•   已禁用 Wi-Fi。 

•   有不错的 Wi Fi 连接。 

•   有很好的 Wi Fi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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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i Fi 同步 eReader 

需要同步 eReader，才能将书籍下载到 eReader 并更新软件。 

 

同步 Kobo eReader： 

 

• 将最近购买的电子书下载到 Kobo eReader。 

• 下载已添加至帐户的电子书预览。 

• 检查 eReader 软件更新。 

• 更新已对电子书加入的任何书签或批注。 

 

若要同步 eReader，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顶端的  同步图标。 

3. 轻触“立即同步”。 

 

关闭 Wi Fi（飞行模式） 

可以关闭 Wi Fi，以阻止 Kobo eReader  

连接至互联网。这将延长 eReader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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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续航时间，并让您可以在飞机上使用 eReader。 

如果 Wi Fi 连接处于停用状态超过五分钟， 

将会自动关闭。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顶端的  Wi Fi 图标。 

注意事项：如果看不到  Wi Fi 图标，轻触屏幕顶部

的  同步图标，然后轻触“立即同步”。轻触屏幕顶端

显示的  Wi Fi 图标。 

 

3. 轻触“Wi Fi：已启用”旁边的  Wi Fi 图标。 

如果出现“取消同步？”消息，轻触“确定”继续操作。如

果看到显示“Wi Fi：已禁用”的对话框，即表示 eReader 

将无法再访问互联网。 

 

  



 
24 

聆听有声书 

需要将 Bluetooth 扬声器或耳机与 eReader 配对。才能用其聆

听有声书。  

只能将 Bluetooth 耳机和扬声器与 eReader 配对。 

在 eReader 上打开 Bluetooth 

将耳机或扬声器设为配对模式，然后在完成以下步骤之前，首

先将 Bluetooth 耳机或扬声器放在 eReader 附近。 

连接 Bluetooth 扬声器或耳机具体步骤如下：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其他”。 

3. 轻触“设置”。 



 
25 

4. 轻触“Bluetooth 连接”。 

5. 轻触“Bluetooth”旁边的  圆形图标，以打开 

Bluetooth。 

6. 轻触 Bluetooth 设备的名称。 

在 Bluetooth 设备名称的下方会看到“已连接”。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在列表中看到相关设备的名称。 

解决配对问题 

如果无法将 Bluetooth 设备与 eReader 配对，请在 eReader 和 

Bluetooth 设备中打开和关闭 Bluetooth。接下来，再次尝试配

对流程。  

请联系耳机或扬声器制造商，以了解将其设为配对模式的详细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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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了解其他排除故障的步骤，请访问 Kobo 客服网站 

https://help.ko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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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有声书 

在 eReader 中打开有声书具体步骤如下：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我的书籍”。 

3. 轻触想聆听的有声书。 

提示：只使用有声书筛选条件对 eReader 上的有声书进行分

类。如果看不到您的有声书，可能需要修复 eReader 中的 Kobo 

帐户。 

 

修复 Kobo 帐户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其他”。 

3. 轻触“设置”。 



 
28 

4. 轻触“设备信息”。 

5. 在“修复您的 Kobo 帐户”旁边轻触“修复”。 

6. 轻触“立即修复”。 

  



 
29 

有声书播放器控件 

播放或暂停有声书 

• 若要启动或停止有声书，请轻触  播放或  

暂停图标。 

 

控制音量 

使用 eReader 控制 Bluetooth 扬声器或耳机音量的具体步

骤如下： 

1. 轻触屏幕顶端的  音量图标。 

2. 左右拖动  圆形图标即可降低或提升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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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退或快进  

每次可以在有声书中快进或快退 30 秒。 

• 聆听前 30 秒音频具体操作如下：轻触  图标。 

• 聆听后 30 秒音频具体操作如下：轻触  图标。 

 

快速聆听有声书 

若要快速聆听一本有声书的整个章节，请左右拖动时间轴中的 

 圆形图标。 

 

调整播放速度 

可以减慢或加快有声书的播放速度。播放速度范围从 0.5X（原

始播放速度的一半）到 3X（比原始播放速度快三倍）不等。 

 

调整播放速度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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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轻触屏幕顶端的 1X 图标。 

2. 选择所需的播放速度。 

打开目录 

浏览有声书目录具体步骤如下： 

1. 轻触  目录图标。 

2. 选择想聆听的章节。 

注意事项：在开始聆听之前，可能需要先下载一些章节。下载

一个章节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具体取决于有声书文件大小和 

WiFi 连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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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书籍  

在 eReader 上购买书籍 

找到一本想买的书后，只需轻触“立即购买”即可前往结账。可

以使用 Visa、MasterCard、商店信用卡或精选合作伙伴的礼品

卡支付书籍费用。如有促销代码，可以在结账时输入此代码，

以获得书价折扣。 

若要购买书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  “发现”。 

注意事项：若要购买有声书，请点击“有声书”选项卡，

即可仅浏览有声书。 

3. 在搜索栏中输入书名或作者姓名，然后轻触键盘上的“前

往”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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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轻触“购买"按钮。 

注意事项：如果以前曾通过 Kobo 购物并保存了付费信

息，将直接进入确认屏幕。跳至第 6 步。 

5. 轻触“添加信用卡”并使用键盘输入账单地址和信用卡信

息。 

注意事项：这是与信用卡关联的地址。即使使用商店信

用卡或礼品卡支付订单，也需要提供此信息——此地址

用于确保为购物计算正确的税费。 

6. 轻触“继续”。 

7. 查看订单。 

注意事项：若要使用礼品卡付款，请轻触“添加礼品

卡”。若要使用促销代码，请轻触“添加促销代码”。 

8. 轻触“立即购买”。 

9. 轻触“继续购物”以购买更多书籍，或点按“主页”按钮返

回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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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Reader 上查找书籍 

“我的书籍”菜单简介 

“我的书籍”菜单会显示 Kobo eReader 上的所有电子书。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  “我的书籍”， 

会看到 eReader 上所有书籍的列表。 

 

提示：轻触屏幕顶端附近的“筛选条件”，然后选择所需

的文件类型进行分类。例如，轻触“有声书”筛选条件即

可仅显示所拥有的有声书。 

3. 轻触书籍封面即可打开一本书。 

如果在书籍封面上看到   下载图标，即表示需要将此书下

载至 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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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轻触此书封面即可进行下载。需要使用 Wi Fi 连接才能将

电子书下载至 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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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Reader 上搜索书籍 

若要在 eReader 或 Kobo 商店中搜索书籍，请按照以下步骤操

作。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顶端的  放大镜图标。 

3. 轻触  下拉菜单图标。 

4. 选择要搜索的位置： 

a. Kobo 商店：从 Kobo 商店搜索电子书。 

b. 我的书籍：搜索 Kobo 帐户和 eReader 中的书

籍。 

5. 输入书名或作者姓名。 

6. 轻触“前往”以查看结果。 

 

删除书籍 

可以从 eReader 和 Kobo 帐户中删除书籍。从 Kobo 帐户删除一

本书意味着即使同步 eReader 后，也无法在书库中看到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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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删除书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  “我的书籍”。 

3. 轻触并按住书的封面或书名，将出现菜单。 

4. 轻触“删除”。 

5. 选择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a. 删除下载：从 eReader 中删除此书，但稍后可以

从 Kobo 云端重新下载该商品。您仍将可以在 

eReader 上看到此书的封面。系统将自动选择该

选项。 

b. 从“我的书籍”中删除：从 Kobo 帐户和所有设备

中删除此书。您将不会在 eReader 或 Kobo 应用

程序上再看到该书的封面。 



 
38 

在 eReader 上阅读书籍 

跳过章节 

1. 阅读时，轻触屏幕中央。 

2. 将出现“阅读菜单”。 

3. 轻触屏幕底部的  下一章或  上一章图标。 

快速浏览此书 

若要快速浏览书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阅读时，轻触页面中央即可显示“阅读菜单”。 

2. 左右拖动导航栏中的  圆形图标即可快速浏览整本

书。屏幕中央将显示页面预览。 

3. 轻触屏幕中央的页面预览即可开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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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目录 

若要查看目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阅读时，轻触页面中央即可显示“阅读菜单”。 

2. 轻触  屏幕底部的“目录”图标。 

3. 轻触想阅读的章节。 

 

更改字体大小、行距和边距 

阅读书籍时，可以调整文本的大小，令眼睛更加舒适。eReader 

为大多数书籍提供多种不同大小的文本。 

若要更改文本的外观，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轻触页面中央即可显示“阅读菜单”。 

2. 轻触  文本图标。 



 
40 

3. 调整字体大小或样式： 

a. 若要更改文本样式，请轻触“字体”旁边的  下

拉箭头。 

b. 若要放大或缩小文本，请轻触“字体大小”旁边的 

+ 或 – 符号，或左右拖动“字体大小”旁边的  

圆形图标。 

c. 若要在文本行之间添加更多空间，请轻触“行距”

旁边的 + 或 - 符号。 

d. 若要在屏幕边缘添加更多空间，请轻触“边距”旁

边的 + 或 -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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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更改文本在边缘上的排列方式，请选择下列其中一

个对齐选项： 

•   使用书籍的默认设置。 

•   强制文本在左右两侧对齐。 

•   强制文本与屏幕左侧对齐。 

书籍定制完毕后，轻触屏幕上任意一处即可返回阅读。 

注意事项： 

• 更改文本外观后，eReader 会记住首选文本大小和样

式，并将其应用于您正在阅读的其他书籍。 

• 阅读 PDF 时，无法更改文本的大小或样式，但可以放大

整个页面，以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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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页面 

使用书签标记书中最喜爱的部分。 

若要收藏页面，请执行以下操作： 

• 阅读时，轻触页面右上角，此处便会出现折角。  

 

若要查找书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阅读时，轻触页面中央即可显示“阅读菜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  笔记图标。 

3. 在要查看的书签旁边轻触“书签”，即可前往收藏的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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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o Desktop 应用程序简介 

Kobo Desktop 是一款适用于 PC 或 Mac 电脑的免费应用程序，

让您可以在 Kobo 商店购买电子书，并在 eReader 中管理书

籍。  

Kobo Desktop 让您可以： 

• 在 eReader 上添加和删除书籍 

• 阅读从 Kobo 购买的书籍。 

• 在电脑上购买书籍。 

• 同步 eReader。 

若要下载 Kobo Desktop，请访问：

https://www.kobo.com/us/en/p/desktop 

 

若要了解有关 Kobo Desktop 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help.kobo.com。 

  

https://www.kobo.com/us/en/p/desktop
https://help.ko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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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阅公共图书馆书籍 

OverDrive 是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让您可以从其

数字馆藏中借阅电子书。注意事项：您当地的图书馆可能不提

供 OverDrive。您的图书馆可能不提供某些 Kobo 书籍，而 

Kobo 则可能不提供某些图书馆书籍。 

 

在 Kobo eReader 上安装 OverDrive 后，只需使用借书证和 Wi 

Fi 连接便可以从公共图书馆借阅电子书。直接从 eReader 浏

览、借阅和轮候借阅图书馆书籍。 

 

查找支持 OverDrive 的本地图书馆 

  

若要查找最近的支持 OverDrive 的图书馆，请访问 

OverDrive.com 并点击“查找附近的图书馆”，便会看到标注支持 

OverDrive 的图书馆的地图。 

 

注意事项：可能在您所在国家／地区无法使用 OverDrive 。在

以下国家／地区的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可以使用 OverDrive：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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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芬兰、挪威、

瑞典、台湾和香港。每个图书馆的书籍选择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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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Reader 中设置 OverDrive 

 

若要使用 OverDrive 借阅电子书，需要使用借书证信息、

Facebook 或现有 OverDrive 帐户登录。 

 

开始操作之前，需要： 

 

• 本地图书馆有效的借书证。 

• 已启用的 Wi Fi 连接。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  “其他”图标。 

3. 轻触“设置”。 

4. 轻触 OverDrive。 

5. 轻触“开始使用”。 

  

轻触“创建帐户”即可创建 OverDrive 帐户，或轻触“登录”前往 

OverDrive 查找您的图书馆，并使用借书证、Facebook 或现有 

OverDrive 帐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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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OverDrive 借书 

 

登录图书馆后，可以在 eReader 中借书。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  “发现”。 

3. 搜索想借阅的书籍。 

4. 轻触想借阅书籍的书名或封面。 

 

5. 轻触  “其他”图标。 

6. 轻触“通过 OverDrive 借阅”。 

 

如果此书可供借阅，您将看到一个对话框，确认已借到此书。

只需同步 eReader 即可在主屏幕上看到此书。如果暂时无法借

阅此书，可以选择轮候借阅。一旦此书可供借阅，会立即通过

电子邮件通知您。 

  

已借阅的书籍将在借阅期限结束时自动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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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您的 OverDrive 书籍 

 

从 OverDrive 借书后，可以整理书籍视图，使其仅显示从公共

图书馆借阅的书籍。 

 

对书籍进行分类可以让您轻松查看从 OverDrive 借阅的所有书

籍。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  “我的书籍”。 

3. 轻触屏幕顶端附近的“筛选条件”。 

4. 轻触 OverDrive。 

 

您会看到已用 OverDrive 借阅的所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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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ader 故障排除 

修复 eReader 帐户 

如果 eReader 缺失书籍，请尝试修复 Kobo 帐户。 

开始操作之前，需要有 Wi Fi 连接。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  “其他”图标。 

3. 轻触“设置”。 

4. 轻触“设备信息”。 

5. 在“修复您的 Kobo 帐户”旁边轻触“修复”。 

6. 轻触“立即修复”。 

系统将开始帐户修复流程。如有很多书籍，可能需要一段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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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关闭 eReader 

如果 eReader 死机或没有反应，请尝试将其强行关闭。 

1. 长按电源按钮，直至看到“已关机”屏幕。 

注意事项：如果看到睡眠屏保，请重新打开 eReader，

然后再次尝试将其关闭。 

2. 长按电源按钮，直到打开 eReader。 

如果 eReader 死机且无法关闭，请尝试为其充电。 

 

退出 eReader 

退出 eReader，然后重新登录也可以解决一些常见问题。重新

登录后，eReader 将再次启动设置流程。需要输入与 Kobo 帐户

关联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才能通过 Wi Fi 连接设置 

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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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操作之前同步 eReader，以免丢失最近添加至书籍的书

签、笔记或要点。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  “其他”图标。 

3. 轻触“设置”。 

4. 轻触“帐户”。 

5. 在 Kobo 下方轻触“退出”。 

6. 轻触“退出”。 

退出后，需要设置 eReader。设置 eReader 并登录后，同步 

eReader 以阅览您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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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eReader 出厂设置 

恢复 Kobo eReader 出厂设置，以还原其原始设置。恢复出厂设

置后，必须重新设置并同步 eReader。 

如果重置 eReader，您将： 

• 从 eReader 中删除所有书籍。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重

新下载从 Kobo 购买的任何书籍。 

• 丢失自上次同步 eReader 以来在书籍中创建的所有书签

和批注。 

• 在 eReader 中退出您的帐户。 

• 重置所有设置和首选项。 

• 恢复 eReader 的原始设置。 

若要重置 eReader，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主屏幕。 

2. 轻触屏幕底部的  “其他”图标。 

3. 轻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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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轻触“设备信息”。 

5. 轻触“高级”栏下的“恢复出厂设置”。 

6. 轻触“立即重置”。 

重置 eReader 后，请按照屏幕上的步骤重新设置 eReader。 

 

手动重置 eReader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未能解决问题，可以尝试手动恢复出厂设

置，以还原 eReader 的原始设置。 

手动恢复出厂设置后，需要重新设置并同步 eReader。 

开始操作之前： 

• 为 eReader 至少充 1 小时电。 

• 确保可以使用 Wi Fi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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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按电源按钮，直至看到黑色的“已关机”屏幕。如果看

不到“已关机”屏幕，请转到下一步。 

2. 长按其中一个翻页按钮。 

 

3. 按住翻页按钮的同时，长按电源按钮。 

4. 等待屏幕闪烁。eReader 通常需要 30 秒启动重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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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流程完成后，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设置 eReader。需

要使用已启用的 Wi Fi 或互联网连接才能完成设置。还可

以利用 Kobo Desktop 应用程序通过电脑设置 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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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帮忙？ 

若要获得帮助并了解 eReader 和其他 Rakuten Kobo 产品相关详

情，请访问： 

 

https://help.kobo.com 

 

 

安全、法规和保修信息 

若要了解有关 Kobo eReader 的重要安全、法规和保修详情，请

访问下列 Kobo 网站：  

• https://help.kobo.com 

• www.kobo.com/userguides  

注意事项：不同型号 Kobo eReader 的达标声明可能有所不同。

该网站包括如何查找 Kobo eReader 型号的详细信息。 

  

https://help.kobo.com/
https://help.kobo.com/
http://www.kobo.com/user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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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N418 

 

证书编号：2021DJ16373 

 

供应商：振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标签访问图像的步骤： 

步骤1 - 按屏幕右下角的“菜单”选项 

步骤2 - 点击“设置” 

步骤3 - 点击“关于Kobo电子阅读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