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 CN900 出现以下白屏或者黑屏问题，请阅读以下的处理方法： 

If CN900 screen became black and white . Please check follow ways how to fix it: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把把把把 CN900 连接电源以及连接电源以及连接电源以及连接电源以及 USB 线连接电脑线连接电脑线连接电脑线连接电脑。。。。 

Step 1: First connect CN900 with computer and power  by USB wire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首先进去首先进去首先进去首先进去 CN900 官方网站官方网站官方网站官方网站：：：：www.cn900.net 下载下载下载下载  cn900 更新软件更新软件更新软件更新软件 V3.10 

cn900 更新软件 V3.10  2011-12-05 下载 

然后解压保存然后解压保存然后解压保存然后解压保存。。。。 

 

Step 2: First go to CN900 official website: www.cn900.net  and download : CN900_LOADER 
V3.10 

CN900_LOADER V3.10  2011-12-05 Download 

Then decompressing file and save it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点击点击点击点击 。 

 

然后出现以下画面然后出现以下画面然后出现以下画面然后出现以下画面：：：：你会看到这个单词你会看到这个单词你会看到这个单词你会看到这个单词 Fast 前面是打了勾的前面是打了勾的前面是打了勾的前面是打了勾的 

 

Step 3: Click .  Then will appear follow picture: 

You will see in front of  Fast there marked hook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 去掉去掉去掉去掉 Fast 前面的勾前面的勾前面的勾前面的勾。。。。 

Step4：：：： Remove the Hook in front of Fast.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 去掉去掉去掉去掉 Fast 前面的勾后按前面的勾后按前面的勾后按前面的勾后按 Update。。。。CN900 和电脑一起同步更新和电脑一起同步更新和电脑一起同步更新和电脑一起同步更新。。。。 

 

Step 5：：：： After remove the Hook in front of Fast then press Update button. After then CN900 

and update with computer together.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CN900 和电脑更新完后和电脑更新完后和电脑更新完后和电脑更新完后 CN900 就会恢复正常如图所示就会恢复正常如图所示就会恢复正常如图所示就会恢复正常如图所示：：：： 

Step 6：：：： After CN900 finished update with computer then will recover as follow: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update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 CN900 还没有恢复正常那就如上步骤多还没有恢复正常那就如上步骤多还没有恢复正常那就如上步骤多还没有恢复正常那就如上步骤多 Update 几次知道恢复为几次知道恢复为几次知道恢复为几次知道恢复为

止止止止。。。。 

Remark 1：：：：If update one time the CN900 still not recover then try as above ways again and 

again till it recover.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2：：：：如果在如果在如果在如果在 Update 的过程中出现需要你选择的过程中出现需要你选择的过程中出现需要你选择的过程中出现需要你选择 COM 口的窗口那选择正确的口的窗口那选择正确的口的窗口那选择正确的口的窗口那选择正确的 COM 口口口口。。。。

如果不知道是选择哪一个如果不知道是选择哪一个如果不知道是选择哪一个如果不知道是选择哪一个 COM 口口口口。。。。就按如下方法操作就按如下方法操作就按如下方法操作就按如下方法操作：：：： 

Remakr 2:If during update CN900 and appear a window which need you choose COM port. 

Then you need to choose a correct COM port.  If you do not know which is correct COM 

port  then operate as follow steps: 

 

首先右击首先右击首先右击首先右击  选择属性选择属性选择属性选择属性 。 

First right click my computer  and choose property 



 

 

然后选择然后选择然后选择然后选择 硬件硬件硬件硬件：：：： And then choose Hardware. 



 

 

跟着点击设备管理器跟着点击设备管理器跟着点击设备管理器跟着点击设备管理器：：：：  And then choose device manager 

 



 

跟着找到端口跟着找到端口跟着找到端口跟着找到端口（（（（COM 和和和和 LPT）。）。）。）。 然后按然后按然后按然后按 + 会看到下面下拉的会看到下面下拉的会看到下面下拉的会看到下面下拉的

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And then find port （（（（COM 和和和和 LPT）））） and click + then will see follow ports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就先拔掉连接电脑的就先拔掉连接电脑的就先拔掉连接电脑的就先拔掉连接电脑的 USB 线线线线再次查看端口再次查看端口再次查看端口再次查看端口（（（（COM 和和和和 LPT）））） 

And then take CN900  USB wire out from computer  then check the port （（（（COM 和和和和 LPT））））

again: 

 

 

 

对比连接对比连接对比连接对比连接 USB 和断开和断开和断开和断开 USB 端口端口端口端口（（（（COM 和和和和 LPT））））的变化的变化的变化的变化：：：： 

Check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nect with CN900 USB wire with computer and take out 

CN900 USB wire from Computer: 



CN900 的的的的 USB 线连接电脑的时候有线连接电脑的时候有线连接电脑的时候有线连接电脑的时候有 . 

断开断开断开断开 USB 连接后这个连接后这个连接后这个连接后这个 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就消失了。。。。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COM 口应该选择口应该选择口应该选择口应该选择 。。。。 

 

Then you will see when connect with  CN900 USB wire with computer then will see 

. 

After take out CN900 USB wire from computer then  

disappear. 

So you need to choose .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每部电脑连接每部电脑连接每部电脑连接每部电脑连接 CN900 USB 线出现的线出现的线出现的线出现的 COM 口不一定是口不一定是口不一定是口不一定是 。。。。

有可能是其他的有可能是其他的有可能是其他的有可能是其他的 COM 口口口口。。。。所以你需要自己去测试连接所以你需要自己去测试连接所以你需要自己去测试连接所以你需要自己去测试连接 CN900 USB 线时和断开线时和断开线时和断开线时和断开 后是那个后是那个后是那个后是那个

COM 口出现和消失了就选择哪一个口出现和消失了就选择哪一个口出现和消失了就选择哪一个口出现和消失了就选择哪一个。。。。 

 

Notice：：：：When choose COM port not must be . Different 

computer have different case. It depend on that when you connect CN900 USB wire with 

computer and take out USB wire from computer which port ( COM) appear and disappear 

therefore  that port (COM ) you need to choo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