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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尊敬的用户：

非常高兴您选择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MID是基于Android系统且内置知识服务平台帐号的平板

电脑。

该产品采用瑞芯微RK2918的主芯片，ARM Cortex A8 at 1.2GHz内

核Neon协处理器和512KB二极缓存，集先进高效的硬件设备和Google 

Andoird V2.3操作系统于一体，具有运行速度快、功能丰富等特点，支持

无线上网，点击即可登录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方便您随时获取知识。

另外，您还可以轻松进行互联网浏览、邮件收发、观看视频、听音乐、日

历管理、闹钟管理，从网络应用商店下载安装各种个性应用等。

该说明书适用于型号为WFMID002和WFMID003的万方数据MID产品。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熟悉一下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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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配置清单

欢迎购买万方数据MID，当您打开包装时，请验收以下内容：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品 名

万方数据MID

USB数据线

立体声耳机

说明书

保修卡

合格证

保护套

电源适配器

专业保护膜

数 量

1

2

1

1

1

1

1

1

1

单 位

台

条

付

本

份

份

个

个

片

配件以实物为准。

提醒：包装盒标签上有产品内置知识服务平台帐号的ID，请妥善保存以备

充值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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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览

1.1 外观与按键

9 10 11

14
13
12

15

WFMID002（外挂3G）

WFMID003（内置3G）

按键编号           

1

2

3

4

按键定义                      

MIC孔

微型USB接口

SIM卡槽

T-FLASH 卡槽

功能说明

内置MIC

标准版，可外挂U盘、3G、以太网

3G版，内置3G

T-FLASH 卡插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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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编号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按键定义                      

HDMI接口

充电器插孔

MINI USB接口

耳机插孔

ESC 键

前摄像头

后摄像头

RESET 键

MENU主菜单键

POWER 键

扬声器

功能说明

HDMI接口位置

功能同标准USB接口,与PC通讯

立体声耳机接口

短按为返回键

内置30万像素摄像头

内置200万像素摄像头

短按为重启系统

短按一下进入子功能菜单内

内置双扬声器

外接 9V直流充电器的接口（建议使用
专用充电设备，以防损坏设备）

短按为睡眠/唤醒功能，
长按为开机/关机功能

1.2 基本操作

1.2.1 开机

关机状态下，长按“开机/关机”按钮3秒开机。开机后系统处在锁屏

状态，您需要解锁屏幕后才能使用系统，方法见1.2.2。

万方数据MID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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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解锁屏幕

按住     图标往上拉到向上拉动解锁屏幕。

1.2.3 关机

在开机状态下，长按“开机/关机”按钮3秒以上，屏幕将显示关机确

认信息，选择确认后，系统将自行关机。

1.2.4 连接WiFi无线网络

1）打开设备无线网络开关

在“设置”菜单内选择“无线和网络”选项，在界面上选择wifi选项

（方框中打勾）即可打开无线网络开关，再次单击该选项可以关闭无线

网络。

2）连接无线网络

无线网络开关打开后，进入“WiFi设置” 界面，设备会自动查找可用

的无线网络。选择所要接入的无线网络，系统会根据所选择的无线网络的

接入安全性设置直接连通网络或弹出密码输入窗口要求输入密码。具体请

咨询无线网络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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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锁定屏幕

开机状态下短按“开机/关机”按钮，系统将锁定屏幕进入省电模式。

此时屏幕关闭，但已启动的程序仍在运行。

1.2.6 充电

将设备自带的充电器接入220V交流电源，将另一端插入设备的充电接

口，即可对设备充电。

【注意】：请务必使用产品专用的电源适配器给电池充电，首次使

用，您需要将电池充电8~12小时确保充饱电池电量再使用。充电时桌面

电池图标如    绿条滚动显示，表示充电正在进行中，充电完成后桌面电池

图标    绿条停止不动。本设备不建议使用USB接口充电，请使用电源适配

器进行充电。

1.2.7 重新启动设备

短按RESET键重新启动MID设备。

1.2.8 切换输入法

本机支持手写、数字、字母、拼音多种输入法，具体切换如下：

单击设备运行程序界面中的任何文本输入区域，都会弹出输入键盘界

面，如下图所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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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键盘最左下方按键即可弹出“输入法”切换界面，如下图：

 单击该界面中的输入法选项，即弹出输入法列表，如下图：

在此界面选择所要使用的输入法。

1.2.9 管理当前运行的应用程序

选择“设置”＞“应用程序”＞“管理应用程序”功能，即可查看管

理系统当前运行的各应用程序。

1.2.10 使用T-FLASH卡

插入T-FLASH卡

将T-FLASH卡芯片面向设备的底壳方向插入T-FLASH卡槽，直到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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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的一声。

浏览存储卡内文件

MID设备中，在“主菜单”＞“资源管理器”＞“ TF card” 目录下   

查看或使用您所需的文件。

取出T-FLASH卡

1. 关闭所有从卡上打开的文件；进入“主菜单”＞“设置”＞“存 

储”，点击“卸载TF卡”，系统会提示“TF卡已安全移除”。

2. 用指尖轻按即可弹出T-FLASH卡。

注意：

1. 不要将T-FLASH卡强行插入插槽中；此卡只适合于从一个方向插 入。

2. 不要在没有“卸载TF卡”前强行拔出存储卡，这样可能会损坏卡。

3. 如果存储卡被写保护，将不能被格式化和写入数据，请在取消写保 

护后再进行此类操作。

4. 建议使用正规品牌的存储卡，避免出现卡的不兼容。

1.2.11 使用3G上网

该设备支持3G无线上网卡。

目前确认支持的无线上网卡型号如下(只列出了部分支持的型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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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

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型    号 

MU301/TDM330/TD688/TD368等

MF210/MF200/EM770/AD3812/EM770W/W71/
W72/E220/E1820/E182E/W567/K80AL300等

E1916/EC122/EC1261/UE800/ZiTM06/MC2716/
MC8630/ME800/EM660/EM660C等

1.2.12 浏览设备中的文件

MID设备有三个可存储空间：内部存储、U盘和存储卡。使用设备自带

的“资源管理器”程序即可查看设备不同存储空间中的文件，上述三个存

储区域在资源管理器程序中分别对应TF card、本地磁盘、可移动磁盘三个

设备。

1.2.13 启动程序

单击所要启动的应用程序图标即可启动应用程序。

1.2.14 关闭程序

连续按      图标或设备的“ESC”键即可退出或关闭程序，也可使用

应用程序中相应的功能关闭程序。

1.2.15 屏幕操作

放大或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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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片、浏览器、邮件或地图等支持缩放手势的程序中，您可以通过

两个手指合拢或张开手势实现显示区域内容的放大和缩小功能。

滚动

在照片、浏览器、邮件或地图等支持滚动手势的程序中，您可以通过

滑动手指实现屏幕内容的滚动。

屏幕内容滚动时，您可以等待滚动停止，也可以触摸屏幕上的任意位

置以停止滚动。

1.2.16 主屏幕

主屏幕切换

该设备操作系统提供多个屏幕，以提供更多的空间。在首页状态下，

用手指在界面上水平快速滑动即可实现页面的延伸。

自定义主屏幕

在主屏幕界面，按住界面上的空白区域数秒，出现【添加到主屏幕】

选项菜单，选取您要新增至主屏幕的应用程序。

1、快捷方式

您可新增各种快捷方式，包括【应用程序】、【书签】、【音乐播放

器】列表等。在菜单页按住应用程序图标数秒，系统会自动创建快捷方式

到主屏幕。

2、窗口小部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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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日历】，【模拟时钟】，【音乐】等小部件放在主屏幕

窗口。

3、文件夹

您可以新增文件夹至主屏幕窗口，在文件夹中可放入主屏幕界面的应

用程序。

4、壁纸

使用该功能变更主屏幕界面的壁纸。

屏幕内移动应用程序图标

按住需要移动的应用程序数秒，启动移动模式（启动移动模式后，该

应用程序会放大），然后直接将图标拖拽到界面上理想的位置。

屏幕间移动位置应用程序图标

按住应用程序数秒并将其拖拽到界面的左侧或右侧即可。

删除主屏幕应用程序

按住需要删除的应用程序数秒，将图标拖拽到回收站（图标变大时，

屏幕下方会出现），当应用程序图标和回收站图标都变成红色时，放开图

标即可。

1.2.17 上下文菜单

上下文菜单概念上类似于PC软件的右键菜单。按下MENU键，即可弹

出提供相关功能的浮动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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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屏幕手势

点击

当您需要屏幕键盘输入，想要选取应用程序和设定图标等屏幕上的项  

目，只要用手指点击即可。

长按

当要启动某项目（如网页中的链接）的可用选项时，只需要长按该项  

目即可。

滑动

滑动表示在界面上用手指做出快速垂直或水平拖拽的动作。

拖拽

在您开始拖拽之前，必须用手指长按并施加一定压力，直到拖拽到所 

需要的位置之前都不能放开手指。

旋转

只要将机器侧向转动即可自动将屏幕方向从纵向变为横向。

1.2.19 安全功能

您可以设置解锁图案，每次打开或唤醒MID设备时都必须绘制图案才

能解锁屏幕,在设置＞位置和安全设置＞设置屏幕锁定。

1.绘制解锁图案，必须保证四点连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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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继续”再次绘制图案进行确认。

3.点击“确认”，解锁图案绘制完成。

4.打开或唤醒MID设备时必须绘制图案才能解锁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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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置应用程序的使用

2.1 互联网浏览器

点击主屏幕或菜单页的互联网浏览器     ，进入浏览器界面＞点击地

址栏＞输入网址＞点击转至，系统将自动打开对应的网页。

2.2 图片

在主菜单或者桌面下，点击图库图标     进入图片浏览界面，图片放

大后，可以用手指在屏幕上拖动浏览功能菜单：

【      】：分享

【      】：删除

【      】：更多操作

2.3 音乐

在主菜单或者桌面下，点击音乐图标     即可进入音乐播放器，在音

乐媒体库选择您喜欢的音乐，双击即可播放。功能键：

【      】：艺术家

【      】：专辑

【      】：歌曲

【      】：播放列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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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播放

【      】：随机播放

【      】：减少音量

【      】：增加音量

【      】：暂停音频播放

【      】：音频播放

【      】：播放上一曲

【      】：播放下一曲

2.4 视频

在主菜单或者桌面上，点击视频图标      进入视频播放界面，根据您

的文件存储情况，系统会自动打开对应的文件夹，双击您想要播放的电影

即可打开视频播放器。

【      】：视频书签

【      】：亮度调节

【      】：播放上一个视频

【      】：播放下一视频

【      】：暂停和播放

【      】：视频制式16:9或4:3或恢复

【      】：返回播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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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      】和【      】：音量调节

【        】：可调节视频播放的进度

2.5 日历

在主菜单页或者主屏幕上点击日历图标      ，即可进入日历界面。

2.6 电子邮件

在WiFi正常连接的情况下，点击主菜单或者桌面邮件图标      进入邮箱

登陆界面。

2.7 相机

在主菜单或屏幕上点击相机图标      即可进入摄像界面，本设备提供

前置30万像素和后置200万像素的摄像头，可充分满足用户的拍照需求，

用户可在图库中浏览已拍摄的图片，或点击拍照界面右上角上的预览。

【      】：取景模式

【      】：存储相机位置

【      】：白平衡调节

【      】：选择相机

【      】：切换视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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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库

【      】：切换相机

【      】：拍照或录像

【      】：录像机

【      】：录像与照相切换

2.8 计算器

在主菜单或主屏幕上点击计算器图标      即可打开计算器。

2.9 时钟

在主菜单或桌面上点击闹钟图标即      可进入闹钟界面。本MID设备

支持同时设置多个闹钟，可设置成每天同一时间重复响铃，也可以设置周

一至周日某天和某几天重复时间闹铃或者设置成只响铃一次，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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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使用指南

该MID设备默认集成了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系统账户，内置一定金

额，可用于下载知识服务平台中的资源或使用知识服务平台提供的多元化

增值服务。

3.1 知识服务平台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 Data Knowledge Serv ice 

Platform）是在原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创新而

成，集高品质信息资源、先进检索算法技术、多元化增值服务、人性化设

计等特色于一身，是国内一流的品质信息资源出版、增值服务平台。

3.1.1 知识资源类型

1、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收录自1998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各类期刊近7200余种。集纳了多种科

技及人文和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内容，其中，绝大部分是进入科技部科技

论文统计源的核心期刊。

2、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收录自1980年以来我国90%以上学位授予单位的博士、博士后、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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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等学历的学位论文，内容涵盖理学、工业技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医药卫生、农业科学、交通运输、航空航天和环境科学等各学科领域。

3、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

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自然、农林、医药、工程技术等各学科领域，以

国家级学会、协会、研究会组织、部委、高校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

为主。

4、中外专利数据库

收录了国内外的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等，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各

个学科领域。

5、中外标准数据库

综合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建设部情报所、建材研究院等单位提供的

中国国家标准、建设标准、建材标准、行业标准及国际标准、国际电工标

准、欧洲标准以及美、英、德、法国国家标准和日本工业标准等各类标准

题录。

6、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

收录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以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

7、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

收录了国内的科技成果及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范围有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涉及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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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特种图书数据库

主要包括新方志、专业书、工具书等，来源于各专业出版社、组织等

专业机构，内容覆盖社会各个领域。

9、中国企业机构数据库

主要收录了国内外企业机构、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信息机构各类信

息。尤其全面收录了企业的联系信息，包括行政区代号、地址、电话、传

真、电子邮件、网址等。

10、中国专家数据库

收录国内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名人信息。

11、中国学者博文索引库

索引各领域专家学者的博客文章，展示学者风采，揭示更全面的学术

信息。

12、OA论文索引库

对DOAJ、arXiv、PubMed、SRP等来源的OA期刊论文提供检索导航服

务，内容覆盖数学、物理、计算机、通信、自动化、生物、医药、卫生等

学科。

3.1.2 多元化增值服务

1、知识脉络分析服务

知识脉络即为以主题词为核心，根据所发表论文的知识点和知识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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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现关系的统计分析，使用可视化的方式向用户揭示知识点发展趋势和共

现研究时序变化的一种服务。

2、专题服务

依据万方数据各种类型资源，将其科学的组织成专题，专题展现形式

丰富生动、贴合用户需求、通俗易懂。

3、查新咨询服务

为图书馆情报机构贴身打造的系统，贴合了图书馆人的工作任务和行为

习惯，并根据图书馆人特有的专业知识背景和需求，打造了多种专用工具。

4、中国学术统计分析报告服务

从各主要学术领域出发，以完整准确的学术文献资源和有关数据为依

据，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从关注度、上升及下降趋势、新兴研究等几个

主要方面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客观数据直观反映我国学术发展现状、情况

和问题。

5、行业在线服务

为行业用户量身打造，依据万方数据现有的海量文献资源，根据行业用

户的特点和习惯，经过科学分类、合理组织，提供专业的行业化知识服务。

6、身份证核查服务

万方数据公司联合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共同推出的身份

证核查服务平台，目前已加载全国全部人口户籍资料信息。

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是目前唯一经公安部和中编办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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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国公民身份信息服务的机构，负责“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的建

设、管理，对社会提供全国公民身份信息服务。

想了解更多关于知识服务平台，请登录知识服务平台网站www.

wanfangdata.com.cn或拨打知识服务平台客服电话4000-115-888。

3.2 知识资源检索使用

3.2.1 登录知识服务平台

可以点击桌面上的“万方数据”快捷方式，或进入应用程序页面点击 

“万方数据”图标（如下图），系统将自动登录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注意】：登录到知识服务平台需要将您的MID设备时区、日期和时

间设置正确。

3.2.2 检索及阅读文献

1、检索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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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框式检索中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

2、查看检索结果 

3、下载全文

点击      下载全文：

23



4、查看下载的文献

按住上面     的往下滑动，可查看下载的资源，（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

的“资源管理器”－“本地磁盘”－“download”文件夹中进行查看）

点击下载的资源查看全文（PDF格式）

Foxit阅读器提供了多种功能：

在文章中添加标记

擦除标记

添加标签

撤消操作

恢复撤消

24

万方数据MID使用手册 wanfang data mobile internet device



3.3 身份证核查使用

打开应用程序中的“身份证核查服务”图标，系统将自动登录到核查

系统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即可使用核查功能。

提交任意“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到系统中，系统对提交的姓名和

身份证号码进行比对，并将核查结果返回。在核查结果为“一致”时，如

果系统存有该被核查人照片，则可以进一步比对照片。

如有疑问请联系4000-1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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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程序推荐

本机支持第三方基于Android平台的应用程序，用户可以登录Android

网络应用程序商店选择安装（一些应用程序可能需要付费才能使用）。如

下是推荐的一些较为实用的程序。

4.1 QQ for pad

QQ for Pad是一款针对5至10寸平板电脑设计的软件系列，除了拥有

强大的即时通信功能之外，还整合了包括腾讯微博、QQ空间、QQ邮箱、

QQ音乐、腾讯新闻等功能，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互联网服务和灵活独特

的桌面式多任务并行体验。

4.2 QQ斗地主

QQ斗地主官方版是腾讯官方推出的Android版本的QQ斗地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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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们输入个人QQ账户即可成功登录。

4.3 水果忍者

一款简单的休闲游戏。目的只有一个砍水果！屏幕上会不断跳出各种

水果如西瓜，凤梨，猕猴桃，草莓，蓝莓，香蕉，苹果等，在它们掉落之

前要快速的全部砍掉！千万别砍到炸弹！不然就over了。还有时间模式没

有炸弹，全凭你的技巧了！还有一定几率从屏幕左右侧弹出新奇水果很难

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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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新浪微博 V2.1.3 

新浪微博V2.1.3直接使用新浪通行证帐号即可登录，享受与网页版同

样的内容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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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系统设置

在主屏状态下单击屏幕右上角的按钮，屏幕下方出现管理菜单，选择

最右边的“设置”按钮即可进入设置功能。相关设置说明如下：

5.1 无线网络

参见“连接WiFi无线网络”操作。

5.2 声音

设置通知铃声及音量等。

5.3 显示

设置屏幕显示亮度等。

5.4 位置和安全

设置网络定位和可显示密码。

5.5 应用程序

管理应用程序和新程序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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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账户与同步

设置背景数据及自动同步。

5.7 隐私权

恢复出厂设置。

5.8 存储

查看TF卡容量及格式化存储设备。

5.9 语言和键盘

本机支持多种语言,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对应的语言操作面。

5.10 语音输出与输入

文字转语音的设置。

5.11 日期和时间

设置日期与时间等参数

5.12 关于设备

设备的状态消息、电量的使用情况、法律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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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参数

机身重量

外型尺寸

显示屏

电脑接口

内置容量

系统内存

扩展容量

电源

0.5KG

L200.5x W154x H11.8 (mm)

8.0寸 1024*768 TFT 高清液晶显示屏，多点式电容触摸屏。

高速MINI USB 2.0

Flash Memory：8G

ROM：DDIII512MB

支持T-FLASH卡  容量：128MB-32GB

内置7.4V锂电池

音乐功能

播放格式

耳机最大输出

MP3比特率

WMA、WMV比特率

频率响应

信噪比

失真度

MP3、WMA、WMV、OGG、APE等格式

5mW  32欧姆

8Kbps-392 Kbps

5Kbps-192 Kbps

20Hz-20KHz

90db

< 0.05%

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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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功能

播放格式

支持最大分辨率

显示宽高比

MKV、AVI、RM、MP4等格式

最高支持1280×720分辨率视频

可选择16：9、4：3、全屏

图片浏览 支持JPG、BMP、JPEG、GIF等格式

WIFI
传输速度

工作频率

前置30万像素摄像头

最大54Mbps

2.4GHz

后置200万像素摄像头拍照功能

工作温度

操作语言

-5-40℃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德语等11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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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洁时，先拔下电源插头。切勿使用化学或喷雾清洁剂。请以湿布 

擦拭。

2. 切勿将产品靠近水源。

3. 切勿将产品置于不稳定的推车、椅子或桌面上，以免产品滑落而损坏。

4. 本产品的后部面板开口以作通风散热用。为确保机器运作正常，避免机

身过热，请勿堵住或封闭这些开口。此外，请勿将产品置于床褥、沙发、

毛毯上或其它类似地方。同时，若非有良好的通风，请将本产品远离暖炉

和电热器等热源。

5. 请勿放置任何物品于电源线上，也不要将其置于容易被踩踏的地方。

6. 切勿将其它物品插入本产品的插槽内，以免误触电路、造成短路、起火

或触电。

7. 切勿泼洒任何液体到本产品上。

8. 请勿自行维修本产品，因为不当的拆卸可能会导致触电或其它危险的后

果。有任何问题，请洽询我公司客服。

安全须知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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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5号（100038）

电话：4000-115-888

网址：www.wanfangdata.com.cn  

邮箱：service@wanfangdat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