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使用您的智能手機來掃描二維碼或
訪問ByDzyne.com/UserGuides
獲得完整的智能手機和應用程序指
南。（有多種語言提供）

CH-T V1.01 PV

tůwTM 智慧手錶

使用者指南



Tracking Ůr Wellness



歡迎來到您的創新健康追跡系統，ByDzyneTM的
tůwTM智慧手錶-專門設計的智慧設備監控你的日
常生活管道，幫助你改善您的整體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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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內容

*使用前請閱讀完整的使用者指南。

•帶不銹鋼黑帶的tůwTM智慧手錶
•額外的不銹鋼銀色錶帶
• USB充電器（不包括支持USB的轉接器）
•智能手機使用者指南
•應用程序和語言



健身儀錶板 倒數計時器

尋找電話

碼錶

運動模式

TM Smartwatch Features List

200mAh電池

心率監測器

睡眠監護儀

藍牙 5.0

IP67防水1m

tůwTM 智慧手錶功能

*其他功能也可通過tůwTM智慧手錶應用程序獲得。 4



瞭解您的tůwTM智慧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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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開/關
B.綠色PPG LED和皮膚接觸感測器
用於量測。當感測器
打開時，顯示綠色LED。

C.充電用銅觸點
D.不銹鋼，完全可調帶



為智慧手錶充電和電池壽命 …................................................................................ 7-8
戴上智慧手錶及更換錶帶 …………………..............................................................… 9-10
開/關/喚醒 ….................................................................................................................… 11-12
功能導覽 …......................................................................................................................… 13-14

• 時鐘/主頁 …..............................................................................................................… 15
• 健身儀錶板 …...........................................................................................................… 16
• 心率監測器 …...........................................................................................................… 17
• 睡眠數據監視器 ……................................................................................................ 18
• 倒數計時計時器 …................................................................................................… 19
• 尋找電話 …...............................................................................................................… 20
• 碼錶 …..........................................................................................................................… 21
• 運動模式 …...............................................................................................................… 22
• 應用程序提供的額外功能 …........................................................................… 23

護理和清潔 ….....................................................................................................................… 24
規格和資料 ...................................................................................................... 25
產品免責聲明、保證、FCC合規性 ………................................................… 26-28

本智慧手錶設計為與
tůwTM智慧手錶應用
程序一併使用（可在
Apple蘋果和
Android安卓移動設
備）。如需查閱以藍
牙®連接您的智慧手
錶的方法及應用程序
使用說明，請訪問：
ByDzyne.com/
UserGuides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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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得最佳效能，請確保您的智慧手錶在使用前已充滿電。7

為智慧手錶充電
從你的智慧手錶支架（盒子裏）下方卸下隨附
的USB充電器。
將USB電線連接到任何支持USB
充電裝置（輸出：5V 1A）。將手
錶背面的接觸銅片與
充電座對齊。"



"* 根據使用情况，電池最多可使用5天。完全充電大約需要2小時。請不要試圖自己更換電
池，因為這可能會損壞您的智慧手錶。
"

電池壽命
若智慧手錶電池電量不足，當你觸摸顯示幕時會出現紅色閃電圖標。當電池完全
耗盡時，智慧手錶將自動關閉。一旦放在充電器上，手錶就會
自動啟動並將出現閃電圖標。
智慧手錶充滿電時閃電圖標將變為實體綠色。充電時，
將顯示主頁/時鐘面，但不能操作其他功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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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智慧手錶
您的tůwTM智慧手錶採用可調磁石錶帶設計。只需將錶帶
滑過錶架即可拉長。戴上手腕後，將磁性扣帶拉緊，然後
將其放在腕帶上。

更換錶帶 

1. 通過滑動磁扣來解開錶帶，將設備正面朝下放置在乾淨的表面或布上

*額外的銀色時尚錶帶是一個時尚的配飾。儘管淋浴或日常使用不會對金屬造成傷害，
持續在潮濕環境或環境惡劣，如高濕度、持續接觸汗液和
水或其他化學物質，錶帶可能會失去光澤，影響銀色錶帶的外觀。



10

2.找出支架中的彈簧指針。將銷旋鈕一個一個向中心內滑
動並傾斜，從設備的肩部分離支架。

3.一旦分離，拆下兩個指針並插入您的新錶帶的支架裏。

4.如要安裝新的錶帶，請將彈簧指針插入位於肩部的孔
裏。在指針的旋鈕上向下施加壓力將頂部滑動到對面相應
的孔。在另外的支架重複步驟。兩個支架就位後，檢查它
們都是安裝穩妥。



打開/關閉/喚醒
如要打開t ůwTM智慧手錶，只需按住側面按鈕3秒鐘。智慧手
錶將振動，並出現t ůwTM標誌。

如要關閉智慧手錶，只需按住側按鈕3秒鐘，直到t ůwTM標誌
徽標消失。智慧手錶將再次振動。您也可以滑動顯示幕直到
看到右側的圖片（電源關閉圖標）。按住此圖標3秒鐘以關
閉智慧手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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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
如要喚醒智慧手錶，可點擊顯示幕，按側按
鈕，或轉動手腕。如要更改顯示器喚醒的時間
長度、靈敏度以及更改其他功能，請參閱應用
程序使用者指南。



功能導覽

心率監測器 睡眠監護儀健身儀錶板

13

從左到右滑動或從右到左滑動

智慧手錶的各種功能和通知在出廠時默認為打開，您可以通過應用程序自定義。
請訪問ByDzyne.com/UserGuides 下載應用程序使用者指南。

時鐘／主頁



倒數計時計時器 尋找電話 碼錶 運動模式 關機

14

從左到右滑動或從右到左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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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鐘／主頁
鐘面是你的主荧幕。在顯示幕往上或下滑動手
指，將主荧幕的外觀更改為您選擇的外觀。

要導航到各種tůwTM智慧手錶功能，只需在顯示幕
上從左向右（或從右向左）滑動手指即可。 

*一旦智慧手錶通過tůwTM智慧手錶應用程序與手機配對，時鐘的時區將更新為與手機
相同的時區和設定。



健身儀錶板
在此荧幕上，獲取每日健身進度的快照，包括您當前
的每日步驟、燃燒的卡路里以及步行/跑步的距離。
使用此功能可達到您的每日健身目標。默認目標設定
為9000步*

要查看整個健身儀錶盤歷史記錄，請下載並使用
tůwTM SmartWatch應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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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錶的各種功能和通知在出廠時默認為打開，您可以通過應用程序自定義。請訪問
ByDzyne.com/UserGuides 下載應用程序使用者指南。



使用該應用程序可以查看心率圖、自定義心率功能、記錄每日測量值以及查看整個心
率量測歷史記錄。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應用程序使用者指南。17

心率監測器
這個簡便的心率功能可以實时量測用戶的最新心率
（以每分鐘心跳為組織），以及一張全天平均心率的

圖表。向左或向右滑動以進入此荧幕，量測將開始。

幾秒鐘後，將顯示結果並繼續實时量測。大約60秒
後，荧幕將自動進入睡眠模式。



18
持續監控您的睡眠品質和趨勢，並通過應用程序查看您的整個歷史記錄。有關詳細
資訊，請參閱應用程序使用者指南。

睡眠監護儀
睡眠功能檢測您何時開始進入睡眠和何時醒來。它能
準確、自動地記錄和顯示24小時內的總睡眠時間，包
括深睡眠和淺睡眠時間。智慧手錶將顯示您的睡眠時
間和上一個錄製的夜晚的睡眠品質。



倒數計時計時器
倒數計時是間歇訓練的一個很好的功能。按“開始”，計
時器開始倒數計時。達到零後，智慧手錶將振動，直
到您按下“重置”。您也可以在活動倒數計時期間使用暫
停和恢復按鈕。此功能的默認設置為1分鐘，可以通過
tuwTM智慧手錶應用程序進行更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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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電話
當通過應用程序將“尋找電話”功能設置
為“打開”時（默認為打開狀態），用戶
可以在智慧手錶通過觸碰“尋找電話”圖
標一次尋找手機。如果行动电话和智慧
手錶通過藍牙®連接，則行动电话將響鈴
1分鐘，或者直到用戶再次觸摸智慧手錶

電話圖標將其關閉。*

*如果智慧手錶和行动电话未通過藍牙®連接，此功能將無法運作。



碼錶
使用內寘的碼錶功能，只需觸碰一次即可
輕鬆為健身活動計時。要啟動計時器，請
觸碰右下角的綠色圖標一次，圖標將變為

紅色。觸碰紅色圖標一次以暫停計時器。

要重置時間，請觸碰左下角的灰色圖標一

次。碼錶運行1分鐘後，荧幕將自動關閉。
觸碰荧幕一次，碼錶荧幕將重新出現。

21
此碼錶功能顯示默認設置為打開，可通過tůwTM智慧手錶應用程序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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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模式
使用“運動模式”功能開始您的訓練，記錄您的運動時間、燃燒的卡路里
（kcal）、實时心率（bpm）和步數。如要開始記錄，請按一次以啟動運動模
式。要鎖定、暫停或退出，只需從左向右滑動手指一次，然後按一下相應的圖

標。還可以通過應用程序啟動運動模式，查看整個歷史記錄。有關詳細資訊，

請下載應用程序使用者指南。



• 鬧鐘
• 自動或手動監控
• 心率警報
• 通知消息
• 不活動提醒
• 斷線警報
• 健身目標設定
• 佩戴檢測
• 拍照

訪問ByDzyne.com/UserGuides下載應用程式使用者指南

應用程序提供的額外功能
除了智慧手錶上的功能外，還可以通過tůwTM智慧手錶應用程序使用和自定義
以下附加功能。

23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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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和清潔
您的tůwTM智慧手錶和黑色錶帶專為日夜佩戴而設計。重要的是保持智慧手錶的
感測器清潔以確保准確量測。用非研磨性無絨布擦拭智慧手錶表面、智慧手錶背
面和帶子（如有必要，用清水輕輕濕潤布）。用無磨損、不起毛的布徹底擦乾所
有零件。

*額外的銀色時尚錶帶是一個時尚的配飾。儘管淋浴或日常使用不會對金屬造成傷
害，持續在潮濕環境或環境惡劣，如高濕度、持續接觸汗液和水或其他化學物
質，錶帶可能會失去光澤，影響銀色錶帶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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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和資料
支持Android 5.1或iOS 8.0或更高版本
顯示幕：IPS 1.22“彩色觸控式螢幕，240*240
主晶片：NRF 52832
電池：200mAh鋰聚合物電池
IP67防水1米
智慧手錶正面：鋼化玻璃
智慧手錶背面：聚碳酸酯
帶：不銹鋼，帶N52 NdFeB磁鐵（釹鐵硼）
可拆卸快速釋放帶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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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免責聲明
tůwTM智慧手錶是一款通用的健康產品，旨在通過追迹運動和有氧運動來促進身
體健康。tůwTM智慧手錶不是醫療設備，不用於診斷、監測、預防或治療疾病。
未經諮詢合格的醫療保健提供者，您不應使用此資訊診斷或治療健康問題或疾
病。開始任何健身計畫前，請務必諮詢您的醫生。



一年保證
ByDzyne保證從原購買日期的一年內，五金製品及配件將來無缺陷的資料和手
工。這一年的保證不適用於正常使用下的磨損或損傷，或因意外，非正常使用和
收藏，和未經授權的修理或修改造成之損傷。如需獲得更多有關保證的資料，請
通過你的後臺系統聯系客戶支援，或將有效的購買證據電郵到
Support@ByDzyne.com索賞。如果你提交的索賠有效，ByDzyne將修復你的
tůw智慧手錶或按情况更換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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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合規性
此設備符合FCC規則第15部分。操作應符合以下條件：（a）此設備不會造成有害
干擾；（b）此設備必須接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不希望的操作的干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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