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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最常见的盗窃其实随处可见吗？

您去旅行住旅馆房间时，把您的个人物品放在房间里，以为这样
很安全……但您错了！清洁人员有时可以在您不注意的情况下从您那
里偷走一两张钞票。或者您的钱包可能在街上、工作场所甚至咖啡店
被盗。我们见过很多熟练的扒手。如果您不加以警惕，只需一秒
钟，您的钱包可能就不见了。

使用 BulKey Code Wallet™钱包，您可以安全地保护您的个人物品，例
如现、卡片、钥匙等。BulKey Code Wallet™钱包是一款小巧时尚的钱
包，具有迷你便携式保险箱的功能。其创新的锁定技术能防止其他人
识别您的密码，并且您可以使用钢绳将其牢固地连接到任何物体上，
例如包把手、背包带、拉链甚至是裤子的腰带环。

...您的私人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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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key Code Wallet

主要特点:  

1. 4位数安全密码——猜测密码将花费大量时间，因为它有 10000 种可
能的组合。

2. 安全钢丝绳 ——可以将您的钱包牢固地连接到您选择的任何物品、
包或其他物品上，从而杜绝扒手。

3. 抗冲击 ——我们使用的是具有最强抗冲击特性之一的高品质聚碳酸
酯材料，坚固耐用。

4. 6 个口袋卡/钱夹 ——您可以轻松找到您需要的卡片/账单。
5. 大内部空间——最多可容纳 10 张卡片或 40 张钞票。 
6. 环保——不仅仅用料优质，这款钱包的每个部件都可以被完全回收

利用。
7. 时尚的设计——包身曲线完美。
8. 方便的尺寸——您可以把它放在包里或口袋里。
9. 可随时更改密码 ——参见第一点。
10. 时尚丝绒质地——可用于其他个人物品。

…相信您在开始使用 BulKey Code Wallet™钱包后会发现更多功能。

*请确保新密码的数字
完美对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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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次设置密码须知：

1. 钱包出厂设置密码为
0000 

2.  将其调到0000的位
置 

3.  用尖的物体，（如
钢笔）按下密码旁边角
落上的按钮，按住它。

4.  按住时，设置您的
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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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初始密码: 0000 

5.设置好新密码后，释放
按钮。**

 注意:
**注意不要从新密码中
转动任何数字，直到按
钮完全被释放.

6. 检查您的新密码是否
设置正确好，请按下解
锁按钮打开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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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更改密码

您可以随时更改您的密码，只需要重复步骤1即可，但是请注意，如果
您更改过您的密码之后，请输入您最近的密码，而不再是0000。

新密码: 1234 

密码：1234 

密码: 123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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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成功。现在您的钱包牢牢地系在钢丝绳上。在有绳索连接时，
您仍然可以安全地打开钱包。请记住，每次按下按钮（结合正确的
密码），卡口就会缩回，钢锚会在短时间内松开。 

III. 如果忘记密码该怎么办？

您将不再能打开钱包。不要觉得惊讶，如果您可以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
下打开密码钱包，那么盗贼也可以这样做。您也无法看到之前的密码是
什么（市面上的其他密码钱包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如果忘记密码仍
然能打开钱包，这将是一个严重的安全漏洞，不符合我们考虑的最大安
全性原则。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打开 BulKey Code Wallet™钱包的唯
一方法就是破坏它，或者从 10000 个可能的组合中猜测密码。

1. 拿起钢丝绳，把它系在您想要的物体上，如图所
示。 （可能是包把手、背包带、拉链甚至是裤子的
腰带）

2. 在另一端，有一个小钢锚。

IV. 如何连接安全钢丝绳?

无论您的钱包是否用密码安全锁定，其他人仍可以
从您的包中取出它并偷走您的所有物品。所以我们
设计了这款安全钢丝绳，它是一种创新且简单的方
法来额外保护您的钱包。它由优质钢材制成，不易
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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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日常使用

由于简约的设计和小巧的体积，BulKey Code Wallet™不仅方便旅行，也
适合日常使用。当您在安全的环境中日常使用时，您无需每次都输入密
码。您可以设置一次，然后就可以自由打开和关闭钱包 ，当做普通时尚
钱包来使用。

 写在最后：
客户至上，我们BulKey希望对您完全诚实：这世上没有牢不可破的东
西，如果盗贼有足够的时间和正确的工具，他们可以突破一切。通过我
们的创新方式，我们让盗贼很难打开或窃取您的BulKey Code Wallet™钱
包。这样，他们就会选择另一个比您更容易下手的受害者。现在，您该
做什么就去做吧，至少可以不用再担心钱包被偷了:)

BG: За да прочетете инструкциите на български, сканирайте QR кода или  
посетете линка по-долу. 

CN: 要阅读中文说明，请扫描二维码或访问以下链接。
DE: Um die Anleitung auf Deutsch zu lesen, scannen Sie den QR-Code oder 
besuchen Sie den unten stehenden Link. 
EN: To see the full manual/videos scan the QR code or visit the link below. ES: 
Para leer las instrucciones en español, escanee el código QR o visite el 

siguiente enlace. 
FR: Pour lire les instruc�ons en français, scannez le code QR ou visitez le 
lien ci-dessous.  
IT: Per leggere le istruzioni in italiano, scansiona il QR code o visita il link 
so�ostante.  

IN: िनद�शों को िहंदी म� पढ़ने के िलए �ूआर कोड को �ै न कर� या नीचे िदए गए  िलंक 
पर जाए ं। 
RU: Чтобы прочитать инструкцию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отсканируйте QR-код или перейдите по ссылке ниже.  

3. 拿起钱包，设置当前密码。
4. 按下按钮，并保持按下状态。
5. 钱包底部的锁孔会打开。
6. 将小钢锚插入锁孔。
7.  松开按钮并打乱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