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使用您的智能手机来扫描二维码
或访问 ByDzyne.com/
UserGuides 获得完整的智能手机
和应用程序指南
( 有多种语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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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您的创新健康追踪系统， ByDzyneTM 
的 tůwTM 智能手表 -

专门设计的智能设备监控你的日常生活方式，
帮助你改善您的整体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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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内容

*使用前请阅读完整的用户指南。

• 带不锈钢黑带的 tůwTM 智能手表
• 额外的不锈钢银色表带

• USB充电器（不包括支持USB的适配器）
•智能手机用户指南

• 应用程序和语言



健身仪表板 倒数计时器

寻找电话

秒表

运动模式

TM Smartwatch Features List

200mAh 电池

心率监测器

睡眠监护仪

蓝牙 5.0

IP67 防水 1m

tůwTM 智能手表功能

*其他功能也可通过 tůwTM 智能手表应用程序获得。 4



了解您的 tůwTM 智能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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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开/关
B.绿色PPG LED和皮肤接触传感器
用于测量。当传感器
打开时，显示绿色LED。

C.充电用铜触点
D.不锈钢，完全可调带



为智能手表充电和电池寿命 ................................................................................ 7-8 
戴上智能手表及更换表带 .....................................................................................9-10
开/关/唤醒 .................................................................................................................... 11-12 
功能导览 ......................................................................................................................... 13-14

• 时钟/主页 ................................................................................................................. 15
• 健身仪表板 .............................................................................................................. 16
• 心率监测器 .............................................................................................................. 17
• 睡眠数据监视器 ................................................................................................... 18
• 倒计时计时器 ......................................................................................................... 19
• 寻找电话 ................................................................................................................... 20 
• 秒表 .............................................................................................................................. 21
• 运动模式 ................................................................................................................... 22 
• 应用程序提供的额外功能 ….......................................................................... 23

护理和清洁 .......................................................................................................................... 24 
规格和材料 .......................................................................................................................... 25
产品免责声明、保证、FCC合规性 .............................................................26-28

本智能手表
设计为与

 tůwTM 智能手表
应用程序一并使用（可在

Apple 苹果和 Android 
安卓
移动设备）。
如需查阅以蓝牙®连接您
的智能手表的方法及应

用程序使用说明，请访

问: ByDzyne.com/
UserGuides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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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最佳性能，请确保您的智能手表在使用前已充满电。7

为智能手表充电

从你的智能手表支架（盒子里）下方卸下随附
的USB充电器。
将USB电线连接到任何支持USB
充电装置（输出：5V 1A）。将手
表背面的接触铜片与
充电座对齐。



*根据使用情况，电池最多可使用5天。完全充电大约需要2小时。请不要试图自己更换电
池，因为这可能会损坏您的智能手表。

电池寿命
若智能手表电池电量不足，当你触摸显示屏时会出现红色闪电图标。当电池完全
耗尽时，智能手表将自动关闭。一旦放在充电器上，手表就会
自动启动并将出现闪电图标。
智能手表充满电时闪电图标将变为实体绿色。充电时，
将显示主页/时钟面，但不能操作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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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智能手表
您的 tůwTM 智能手表采用可调磁石表带设计。只需将表带
滑过表架即可拉长。戴上手腕后，将磁性扣带拉紧，然后

将其放在腕带上。

更换表带 

1. 通过滑动磁扣来解开表带，将设备正面朝下放置在干净的表面或布上

*额外的银色时尚表带是一个时尚的配饰。尽管淋浴或日常使用不会对金属造成伤害，
持续在潮湿环境或环境恶劣，如高湿度、持续接触汗液和

水或其他化学物质，表带可能会失去光泽，影响银色表带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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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出支架中的弹簧指针。将销旋钮一个一个向中心内滑
动并倾斜，从设备的肩部分离支架。

3.一旦分离，拆下两个指针并插入您的新表带的支架里。

4.如要安装新的表带，请将弹簧指针插入位于肩部的孔
里。在指针的旋钮上向下施加压力将顶部滑动到对面相应

的孔。在另外的支架重复步骤。两个支架就位后，检查它

们都是安装稳妥。



打开/关闭/唤醒
如要打开 tůwTM 智能手表，只需按住侧面按钮3秒钟。智能手
表将振动，并出现 tůwTM 标志。 

如要关闭智能手表，只需按住侧按钮3秒钟，直到 tůwTM 标
志徽标消失。智能手表将再次振动。您也可以滑动显示屏直

到看到右侧的图片（电源关闭图标）。按住此图标3秒钟以关
闭智能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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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
如要唤醒智能手表，可点击显示屏，按侧按
钮，或转动手腕。如要更改显示器唤醒的时间

长度、灵敏度以及更改其他功能，请参阅应用

程序用户指南。



功能导览

心率监测器 睡眠监护仪健身仪表板

智能手表的各种功能和通知在出厂时默认为打开，您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自定义。请访问
ByDzyne.com/UserGuides 下载应用程序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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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滑动 或从右到左滑动

时钟／主页



倒计时计时器 寻找电话 秒表 运动模式 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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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滑动 或从右到左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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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主页

钟面是你的主屏幕。在显示屏往上或下滑动手

指，将主屏幕的外观更改为您选择的外观。

要导航到各种 tůwTM 智能手表功能，只需在显示
屏上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滑动手指即可。

*一旦智能手表通过 tůwTM 智能手表应用程序与手机配对，时钟的时区将更新为与手机
相同的时区和设置。



健身仪表板
在此屏幕上，获取每日健身进度的快照，包括您当前
的每日步骤、燃烧的卡路里以及步行/跑步的距离。
使用此功能可达到您的每日健身目标。默认目标设置
为9000步*

要查看整个健身仪表盘历史记录，请下载并使用 
tůwTM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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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表的各种功能和通知在出厂时默认为打开，您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自定义。请访问
ByDzyne.com/UserGuides 下载应用程序用户指南。



使用该应用程序可以查看心率图、自定义心率功能、记录每日测量值以及查看整个心
率测量历史记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用户指南。17

心率监测器
这个简便的心率功能可以实时测量用户的最新心率

（以每分钟心跳为单位），以及一张全天平均心率的

图表。向左或向右滑动以进入此屏幕，测量将开始。

几秒钟后，将显示结果并继续实时测量。大约60秒
后，屏幕将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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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监控您的睡眠质量和趋势，并通过应用程序查看您的整个历史记录。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用户指南。

睡眠监护仪
睡眠功能检测您何时开始进入睡眠和何时醒来。它能
准确、自动地记录和显示24小时内的总睡眠时间，包
括深睡眠和浅睡眠时间。智能手表将显示您的睡眠时

间和上一个录制的夜晚的睡眠质量。



倒计时计时器
倒计时是间歇训练的一个很好的功能。按“开始”，计时
器开始倒计时。达到零后，智能手表将振动，直到您

按下“重置”。您也可以在活动倒计时期间使用暂停和恢
复按钮。此功能的默认设置为1分钟，可以通过  
tuwTM 智能手表应用程序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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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电话

当通过应用程序将“寻找电话”功能设
置为“打开”时（默认为打开状态），

用户可以在智能手表通过触碰“寻找电

话”图标一次寻找手机。如果移动电话

和智能手表通过蓝牙®连接，则移动电话
将响铃1分钟，或者直到用户再次触摸智

能手表电话图标将其关闭。* 

*如果智能手表和移动电话未通过蓝牙®连接，此功能将无法运作。



秒表
使用内置的秒表功能，只需触碰一次即可
轻松为健身活动计时。要启动计时器，请

触碰右下角的绿色图标一次，图标将变为

红色。触碰红色图标一次以暂停计时器。

要重置时间，请触碰左下角的灰色图标一

次。秒表运行1分钟后，屏幕将自动关闭。
触碰屏幕一次，秒表屏幕将重新出现。

21
此秒表功能显示默认设置为打开，可通过 tůwTM 智能手表应用程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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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模式
使用“运动模式”功能开始您的训练，记录您的运动时间、燃烧的卡路里
（kcal）、实时心率（bpm）和步数。如要开始记录，请按一次以激活运动模
式。要锁定、暂停或退出，只需从左向右滑动手指一次，然后单击相应的图

标。还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激活运动模式，查看整个历史记录。有关详细信息，

请下载应用程序用户指南。



• 闹钟
• 自动或手动监控
• 心率警报
• 通知消息
• 不活动提醒
• 断线警报
• 健身目标设置
• 佩戴检测
• 拍照

访问 ByDzyne.com/UserGuides 下载应用程式用户指南

应用程序提供的额外功能

除了智能手表上的功能外，还可以通过 tůwTM 智能手表应用程序使用和自定义

以下附加功能。

23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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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和清洁

您的 tůwTM 智能手表和黑色表带专为日夜佩戴而设计。重要的是保持智能手表的
传感器清洁以确保准确测量。用非研磨性无绒布擦拭智能手表表面、智能手表背

面和带子（如有必要，用清水轻轻湿润布）。用无磨损、不起毛的布彻底擦干所

有零件。

"* 额外的银色时尚表带是一个时尚的配饰。尽管淋浴或日常使用不会对金属造成
伤害，持续在潮湿环境或环境恶劣，如高湿度、持续接触汗液和

水或其他化学物质，表带可能会失去光泽，影响银色表带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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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材料

支持Android 5.1或iOS 8.0或更高版本
显示屏：IPS 1.22“彩色触摸屏，240*240
主芯片：NRF 52832
电池：200mAh锂聚合物电池
IP67防水1米
智能手表正面：钢化玻璃
智能手表背面：聚碳酸酯
带：不锈钢，带N52 NdFeB磁铁（钕铁硼）
可拆卸快速释放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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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免责声明

tůwTM 智能手表是一款通用的健康产品，旨在通过追踪运动和有氧运动来促进身
体健康。tůwTM 智能手表不是医疗设备，不用于诊断、监测、预防或治疗疾病。
未经咨询合格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您不应使用此信息诊断或治疗健康问题或疾

病。开始任何健身计划前，请务必咨询您的医生。



一年保证
ByDzyne保证从原购买日期的一年内，五金制品及配件将来无缺陷的材料和手
工。这一年的保证不适用于正常使用下的磨损或损伤，或因意外，非正常使用和

收藏，和未经授权的修理或修改造成之损伤。如需获得更多有关保证的资料，请

通过你的后台系统联系客户支援，或将有效的购买证据电邮到

Support@ByDzyne.com索赏。如果你提交的索赔有效，ByDzyne修复你的tůw 
智能手表或按情况更换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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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合规性
此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操作应符合以下条件：（a）此设备不会造成有害
干扰；（b）此设备必须接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不希望的操作的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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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Dzyne.com/tu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