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ANSMITR
快速入门手册

本手册介绍支持 ANT+ 的 Bontrager 
TransmitR 照明系统的基本安装和使用说
明。有关完整手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ontrager.com/support/

完整手册包含此补充信息：
• 配对
• 所有模式与照明时间的列表
• 故障排除
•  电池类型（与遥控安装）
•  转向灯与远光灯功能
• 回收和处理
• 合规性信息
• 保修

重要提示： 
在使用新的自行车照明产品时，请始终查

阅当地交通和照明法规。并非任何照明配

置在所有地区都合法。

“照明”灯 
Ion 700 RT 为“照明”灯，可用作前
灯，在光线较弱的情况下骑行时，将提供

主要可见光。也可在闪烁模式下用作“指

示”灯，即使琥珀面透镜没有对准大量光

线。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注意：自行车

手应该使用“照明”灯和“指示”灯。

设置 
将 TransmitR 遥控器与 TransmitR 
车灯配对

拐角按钮
-控制单个车灯
-在按下时显示车灯的
模式

中间按钮
-启动/关闭系统（所有
车灯）
-在按下配对按钮时显示
车灯的电池状态

注意：如果已经购买 TransmitR 无
线车灯套件（[零件号 503063]，Ion 
700RT、Flare RT 与 TransmitR 遥控器
装在同一包装中），请跳到前面的“使用 
TransmitR 遥控器”章节

1.对于每个需要配对的车灯，请快速按下
车灯的电源按钮，然后，按住电源按钮直
至关闭。

2.将所有需要配对的 TransmitR 车灯放在
距离遥控器 15 厘米/ 6 英寸的位置。 

3.按住遥控器的中间按钮 8 秒钟，直至拐
角按钮开始闪烁。

遥控器将查找 TransmitR 车灯，车灯将
开始闪烁。同时，遥控器的中间按钮将从
红色变成绿色，这表示已经连接。 

4.按下想要与车灯配对的遥控器的拐角按
钮。在车灯与遥控器成功配对时，灯将停
止闪烁。中间按钮将从黑色变成红色并搜
索其他需要配对的车灯。

5.如果遥控器找到另一车灯，请重复第 4 
步。

6.当所有 TransmitR 车灯（最多七盏）
已经成功配对，请按下遥控器的中间按钮
退出配对过程。中间按钮将从红色变成关
闭状态。 

现在，TransmitR 系统已经完成配对，您
可以随时使用。

使用 TRANSMITR 
遥控器

使用 TransmitR 遥控器控制车灯
打开所有车灯

开:迅速按下中间按钮。

关：按住中间按钮。

打开一盏车灯

开:迅速按下控制此车灯的拐角按钮。 

关：按住同一按钮。

更改一盏车灯的模式

每次迅速按下一盏车灯的控制按钮都将循
环通过这些模式。

在遥控器上查看车灯的电池电量状态  

在按下拐角按钮时，中间按钮将显示车灯
的电池状态

按钮的指示灯颜色 剩余电量

绿色 超过 25%

红色 5% 到 25%

闪红光 低于 5%

欢迎。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为 TransmitR 照明 
系统的快速入门手册。请访问 bontrager.
com 网站检查更新内容。



对车灯充电
找到并打开 USB 盖，然后插入 Micro 
USB 充电电缆。车灯可以通过壁式 
USB 或便携式 USB 电源充电。

Flare RT Ion 700 RT

在自行车上安装遥控器

请将遥控支架 
放在车把上

使用 2.5mm 的六
角扳手拧紧

注意：如果在直径为 22.2mm 的车把上
安装，请使用连接环

车灯安装选件

安装 ION 700 RT 
Ion 700 RT 可以装在把横上，也可以
通过 Blendr 集成车灯支架装在精选 
Bontrager 头盔上（对于其他头盔，请
使用 Bontrager 通用头盔支架。）

安装 FLARE RT 

同步支架可以通过挂钩装在自行车的非
传动端。支架必须旋转，这样，车灯才
能与图中的地面垂直。Flare RT 也可以
通过随附夹子装在座包或背包上。 

如有疑问

在阅读本手册后，如果仍然存在其他问

题，请联系经销商或技术支持团队：

Bontrager  联系人：客户服务
801 W. Madison Street
Waterloo, Wisconsin 53594
920.478.4678 www.bontra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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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行车未安装适合的车灯和反光
片，则他人可能难以看到自行车，您
可能也无法看清路况。如果您无法看
清路况，或他人无法看到您，则可能
会发生事故。确保车灯工作正常，且
电池已充满电。

警告

 
电池可能变热。在 电池充满电后，
不要 忘记断开电源与车灯 插头。

警告

FCC 符合性

TransmitR 遥控器 - FCC ID：04GTKRMTE
Ion 700 RT 前灯 - FCC ID：2ADH7I97371576 
Flare RT 尾灯 - FCC ID：2ADH7Q97371576
此装置符合 FCC 条例第 15 部分的规定。此装置的操作适用于
下列情况：
(1) 此装置不会产生导致干扰， (2) 此装置必须接受任何受到的干
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注意：根据 FCC 条例第 15 部分的规定，
本设备经测试符合针对 B 类数码
装置的限制规定。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保护，
以免在居住环境中产生
有害干扰。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辐射
射频能量，如不按照说明安装
和使用，则可能对无线电通讯
造成有害干扰。然而，制造商不保证
特定安装不会产生干扰
。

如果本设备对电台或电视接收确实造成
有害干扰（通过开关设备来确定），则
建议用户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来
消除干扰：
-- 调整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大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间距。
-- 让设备和接收器使用不同
电路上的插座。
-- 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电台/电视技术人员求助。

注意：
对于未经授权改装本设备导致的任何
电台或电视干扰，制造商不承担
任何责任。未得到本装置的保修条款明确
认可的任何修改或改动都可能 
致使用户丧失操作本装置的权利。

加拿大工业部符合性

Bontrager TransmitR 遥控器 -（P/N 502865）， 
CAN ICES-3(B)/NMB-3(B) IC：7666A-REMOTE 
Bontrager Ion 700 RT 前灯 -（P/N 503062）， 
CAN ICES-3(B)/NMB-3(B) IC：12468A-I97371576
Bontrager Flare RT 尾灯 -（P/N 438818）， 
CAN ICES-3(B)/NMB-3(B) IC：12468A-Q97371576
此装置符合加拿大工业部豁免牌照 RSS 标准。此装置的操作适用
于以下两种情况：(1) 此装置不会产生导致干扰， (2) 此装置 
必须接受任何受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 
意外操作的干扰。

Le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 aux appareils radio.Exempts de 
licence.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2) l’utilsateur de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que subi, me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此 Bontrager TransmitR 设备符合 FCC 与 IC 
针对不可控环境制定的辐射
暴露极限。TransmitR 无线装置的辐射输出能量 
低于加拿大工业部 (IC) 的射频暴露 
极限。此设备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将直接 
接触使用者的身体。 
发射器不得与其他任何天线或发射器放在一处 
或者配合使用。

有关加拿大工业部的无线电设备列表 (REL) 中的设备状态， 
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www.ic.gc.ca/app/sitt/reltel/srch/nwRdSrch.
do?lang=eng

欲了解加拿大其他射频辐射暴露的信息， 
也可以访问以下网址： 
http://www.ic.gc.ca/eic/site/smt-gst.nsf/eng/sf08792.html

Ce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xposition à la
fréquence radio (FR) d’IC et de FCC.La puissance de sortie
 émise par l’appareil de sans �l TransmitR est inférieure à 
la limite d’exposition aux fréquences radio d’Industry 
Canada (IC).Cet appareil est en contact direct 
avec l’utilisateur dans des conditions normales 
d’utilisation.L’émetteur ne doit  pas être co-implémenté 
ou utilisé conjointement avec une  autre antenne ou un autre 
émetteur.

Ce périphérique est homologué pour l’utilisation au 
Canada. 
Pour consulter l’entrée correspondant à l’appareil dans la 
liste d’équipement radio (REL - Radio Equipment List)
d’Industry 
Canada rendez-vous sur:
http://www.ic.gc.ca/app/sitt/reltel/srch/nwRdSrch.
do?lang=fra

Pour des informations supplémentaires concernant 
l’exposition 
aux RF au Canada rendezvous sur : 
http://www.ic.gc.ca/eic/site/smt-gst.nsf/eng/sf08792.html

法规符合性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