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    适用产品型号：DE106



按键说明

音量调节 -

音量调节 +

电源键

快捷键

回到上一级 回到桌面 多任务

注：以上三个按键均为虚拟按键，其中“回到上一级”和“多任务”可以在 设置 > 单手操作

优化 中互换位置。功能或有变更，以您下载的系统版本为准



您可以在 www.smartisan.com 购买更多的配件

手机配件

坚果 R1 附带的配件分别为快速充电器、USB 线缆、音频转接线、取卡针

快速充电器USB 线缆音频转接线



注：使用剪卡器剪卡可能导致通信信号不良，由此造成的问题不在锤子科技的保修范围之内

SIM 卡安装说明

NFC 区域 & 无线充电区域

插入卡针可弹出卡槽 坚果 R1 使用 Nano - SIM 卡 , 支持双

卡双待

无线充电区域

NFC区域



功能或有变更，以您下载的系统版本为准

常用操作

1.开机 /关机：长按手机 电源键 3 秒以上

2.唤醒 /锁屏：短按手机 电源键 唤醒手机或锁屏

3.屏幕截图：音量下键 + 电源键 或 快捷键 + 电源键

4.强制重启：长按 音量上键 + 电源键 10秒以上可强制重启手机

5.启动闪念胶囊：长按 快捷键



访问官方网站 www.smartisan.com 了解更多关于 坚果 R1 移动电话的规格和参数信息

产品规格 / 参数

DE106

CD106



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说明

部件名称

显示屏

内外壳体

电路主板及组件

电池

充电器和数据线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或 元 素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Cr（VI））  多溴联苯（PBB）  多溴二苯醚（PBDE）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在 GB/T26572-2011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之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26572-2011 标准规定的限量

要求



本产品电磁辐射比吸收率 (SAR) 最大值小于 2.0W/kg，符合国家标准 GB21288-2007 的要求

维护和保养

为防止不当使用对手机硬件造成损伤，请您保持手机干燥，请勿将手机置于温度过

高或过低的区域，避免受到强烈的冲击或震动，远离危险的化学制品和强磁场，同

时请勿私自对手机硬件进行拆卸或改装

上方含有 5 字样的标志表示环保使用期限为五年。该期限内，在正常使用的条件下，

电池含有的有害物质或元素不会外泄，用户使用时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也不

会对人身健康与财产造成严重损害

上方含有 20 字样的标志表示环保使用期限为二十年。该期限内，在正常使用的条件

下，手机（电池除外）及其附件含有的有害物质或元素不会外泄，用户使用时不会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也不会对人身健康与财产造成严重损害



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

为防止您的个人信息或数据因为操作不当或使用第三方应用时泄露，建议参考以下

条目：

    设置并使用指纹密码

  （位置：可以在 设置 > 解锁与安全 中录入指纹并进行相关设置）

                                        

   及时更新系统

  （系统可以更新时，设置的图标上会有红色角标提示，进入系统更新选项可以下  

    载并更新）

    只在锤子科技官方的应用商店中下载应用程序

    谨慎处理第三方应用程序的权限要求

  （重要的权限要求可以在  手机管理 > 权限管理 中修改）

郑重提醒，任何未经本公司授权的操作系统升级都可能给您的信息安全带来风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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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屏幕

向上划动锁屏壁纸任意区域，即可完成解锁



系统桌面

Smartisan OS   的桌面拥有多种材质风格的系统主题可供选择，在桌面上，四指横

划可以切换桌面主题



系统桌面多板块视图

通过双指捏合或者在 Dock 栏横划都可切换至多板块视图； 长按板块标题栏并拖动，

可整体移动该板块； 点击左下角 齿轮按钮 可切换至多板块编辑模式



应用程序的隐藏、锁定和批量移动

在编辑模式下，可以通过点击板块左右上角的 眼睛和小锁，隐藏或用密码锁定板块

里面的所有应用

在编辑模式下，可以通过点击选中多个应用程序，再长按被选中的任一应用程序，实

现应用程序的批量移动



桌面图标自动排列

在编辑模式下，可以选择按照 应用使用次数、图标色彩、应用安装时间 或 应用分类 

等方式重新排列桌面图标



您可以在 设置 > 桌面设置项 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和需求灵活设置系统桌面

丰富的桌面设置



欢喜云 Smiling Cloud

欢喜云服务 提供免费的 5GB存储空间。访问 cloud.smartisan.com 可以使用网页版欢喜云服务

Smartisan OS 内置的欢喜云服务

Smartisan OS 官方内置 欢喜云服务，可以将手机上的联系人、日历、便签、闪念

胶囊、浏览器书签、闹钟、偏好设置、快捷短语和相册应用中的数据同步到云端

服务器

在 设置 > 欢喜云服务 即可注册、登录和使用云服务

便签日历联系人

相册 设置查找手机



为了方便将您原有手机上的数据同步到这台坚果 R1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转移您原

有手机的数据：

1. 若您原有手机是 Smartisan 系列手机，您可以在您的 R1 开机向导的“快

     速换机”页面，选择“开始转移数据”，按页面提示操作

  

* 注：请先将您原有 Smartisan 系列手机系统版本升级至最新版。若您接收数据的

   手机的系统版本低于发送数据的手机的系统版本，将无法转移数据

2. 若您原有手机是 苹果手机，为了方便将您原有手机上的联系人和日历数据同步到

    这台 R1 ，我们也为您准备了数据同步工具

    1）您可以用您原有的手机扫描下列二维码，直接下载数据同步工具，也可以自行前

      往 App  Store 搜索“欢喜云同步工具”进行下载

    2）在您原有手机中下载并安装该应用之后，请首先注册欢喜云服务账号，如已有欢

    喜云服务账号可直接登录

    3）注册或登录后，导出数据到欢喜云服务

    4）完成以上步骤后，在新的坚果 R1 设置 > 欢喜云服务 中使用您的账号登录，

         并选择开启联系人和日历的同步开关，即可同步您原来手机中的联系人和日历数据

功能或有变更，以您下载的应用版本为准

从原有手机转移数据



坚果 R1 移动电话三包凭证

用户信息

产品信息

销售商

姓名：

名称：

地址：

进网标识号：

地址：

邮政编码：

生产地：

发票号码：

充电器出厂批次号：

销售日期：

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主机 IMEI / MEID号码（在电话拨号面板输入 *#06#可以查看 IMEI / MEID号码）：



将故障手机寄送锤子科技之前，请务必备份所有重要数据和信息，再恢复手机出厂设置

坚果 R1 移动电话维修记录

维修日期 交验日期 维修员签字维修描述:新 IMEI / MEID 号码故障描述 /原因

请妥善保管此三包凭证

锤子科技严格按照《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和锤子科技售后服务

政策为购买坚果 R1 的消费者实行三包和售后服务。若售后服务政策与三包规定有不

符之处，以三包规定内容为准

客户服务热线：400-626-5666

客户服务邮箱：service@smartisan.com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产品维修申请 / 保修政策查询：www.smartisan.com 

注意：如需发起售后，需提供随机附带的进网许可标签（位于手机背面贴膜上），

请妥善保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