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lug SmartWatch SW02 使用說明書 

 
本產品藍牙智慧錶 iPlug SmartWatch SW02，適用 iPhone、Ándroid 智慧

手機配對，提供同步推送簡訊、Line 訊息、遠端拍照，內建健康管理功能、計

步器、心率感測、睡眠監測、久坐提醒、抬手顯示及血壓感測等功能。功能模

式的選擇及操作都相當容易，希望能帶給您生活的樂趣與享受。 

*在使用之前請詳閱此說明書，正確使用此産品。不當使用所造成損壞，不在

保固範圍內。 

*本產品非屬於醫療器材等級，健康偵測的數據僅能參考，不能作為醫療上健

康診斷的依據。 

*請避免在高溫、潮濕、沙塵等惡劣環境下使用。當表面有灰塵髒污時，請使

用軟布清潔，以避免造成刮傷。 

*充電的額定輸入是 5V/1Ah，使用不當充電器，將有損機器或造成電池壽命

減損。若長期不使用，請每月至少充滿一次並關機，避免長久處於零電壓而

無法蓄電。 

*爲了更好的服務、産品的性能和功能而發生的變更時，本使用說明的內容可

能變更，恕不做另行通知。 

*如果産品的實際設置和使用方法與本說明不一致，請至官方網站查詢最新産

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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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手錶防水等級 IP67, 水深不能超過 1 米，不能接觸鹽份含量高的海水，也不

能沖澡。 

2. *請避免在高溫、潮濕、沙塵等惡劣環境下使用。當表面有灰塵髒污時，請

使用軟布清潔，以避免造成刮傷。 

3. *充電的額定輸入是 5V/1Ah，使用不當充電器，將有損機器或造成電池壽

命減損。若長期不使用，請每月至少充滿一次並關機，避免長久處於零電壓

而無法蓄電。 

一、 主要功能介紹 

功能 說明 

音樂 

可選手錶本地音樂或手機音樂，具備上/

下首切歌、音量調節等操作。可連接藍

牙耳機聽本地音源 

撥號/來電通話、拒接、靜音 

連接藍牙，可撥號、通話，具有接聽、

拒接、靜音操作 

通話記錄 綁定手機的通話記錄隨時查看 

連絡人 手錶連接手機，存儲連絡人（最多存儲

10 位元連絡人資訊） 

碼錶 手錶上操作開啟碼錶進行計時 

倒計時 手錶上操作開啟倒計時進行計時 

查找手機 通過操作手錶使手機響鈴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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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運動模式 

10 種運動模式選擇，使運動資料更加精

確。即時監測各項資料，資料異常及時

提醒，保障用戶安全 

計步、路程、卡路里 

即時計步、路程、卡路里，隨時查看，

資料當天零點歸零 

睡眠 

顯示睡眠資料，改善使用者睡眠品質，

提供詳細的更科學的睡眠報告 

心率（PPG 脈率） 隨時測量心率，操作簡單 

血壓 監測血壓，查看詳細的血壓資料 

鬧鐘提醒 設置帶標籤鬧鐘，到點計時提醒 

短信/應用消息提醒 支援手機多語言資訊推送 

藍牙斷連提醒 藍牙斷連，及時提醒 

心率報警提醒 

手機設置心率上限，手錶及時提醒，保

障用戶安全 

久坐提醒 手機設置久坐時間，到點提醒 

運動目標達成提醒 

手機設置運動目標，目標達成，手錶震

動並顯示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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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定設備 手機與手錶綁定，同步上傳資料 

佩戴檢測 檢測佩戴是否正確，檢測精確測量資料 

轉腕亮屏 設置轉腕亮屏開關 

亮度調節、鎖屏時長 調節合適亮度、設置鎖屏時長 

主介面風格設置 3 種主介面風格供選擇。 

低功耗模式 

低電量時可開啟低功耗模式，保存電

量，延長使用時間 

免打擾模式 

開啟該免打擾模式，設備不會對使用者

進行功能震動提醒 

拍照 智慧手錶控制手機拍照，照片自動保存 

女性功能 

根據使用者設置，智慧推送健康建議，

守護女性生理健康 

重置密碼 

設置密碼，保障使用者使用安全，可重

置密碼，初始密碼：0000 

設備廣播 搜索手機信號源，顯示手錶藍牙名 

開關設置 

可設置“脈率監測”，“斷連提醒”，

“轉腕亮屏”，“久坐提醒”等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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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語言 

 支援語言 

智能手錶及 APP 預設英文（連接手機後，與手機語

言同步）最多支援以下 16 種語言：

中文簡體、英語、日語、韓語、德

語、俄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

法語、越南語、葡萄牙語、土耳其

文、捷克文、波蘭文、波斯文 

消息推送 

中文繁體、中文簡體、日、韓語、

拉丁文、西瑞爾文； 

*拉丁文包括：（英語、法語、西班

牙語、葡萄牙語、德語、荷蘭語、

越南語、北歐、中歐、南歐義大利

語、東南亞、非洲）； 

*西瑞爾文包括：（俄語、東歐、亞

洲），可涵蓋 150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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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方法 

1 基本操作 

1.1 藍牙連接 

新設備首次開機必須連接 3.0 藍牙。 

首次配對 

1）新設備開機後顯示配對說明(如圖 2-1-1)，上滑後切換到操作方式介面（如

圖 2-1-2），打開手機藍牙，連接該設備。 

2）上滑切換到設備廣播中介面(如圖 2-1-3)，顯示該設備的名稱。 

3）手機藍牙配對成功後顯示(如圖 2-1-4)，2s 後跳轉下一步驟，跳轉到“使

用 H Band 介面”，顯示如何使用 H Band 與標明設備名稱（如圖 2-1-5）。 

4）上滑並切換到“掃碼下載介面”（如圖 2-1-6），顯示關於設備, 顯示該設

備的詳細資訊（如圖 2-1-7） 

5）下載完成 APP 並綁定設備後跳轉該介面（如圖 2-1-8）,2s 後跳轉至錶盤。 

           

圖 2-1-1         圖 2-1-2                圖 2-1-3 



8 

          

圖 2-1-4              圖 2-1-5           圖 2-1-6 

        

圖 2-1-7                    圖 2-1-8 

 再次配對 

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向下滑動螢幕單點“設備廣播”打開手機連接

配對成功。如圖 2-1-9。 

i. 手機 APP 端與設備連接配對，若廣播前已連藍牙耳機，則廣播狀態下，耳機將暫

停使用，如圖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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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圖 2-1-10 

1.2 按鍵使用說明： 

操作 按鍵邏輯 

單個按鍵 兩個按鍵 

開/關機 

 

任何介面：長按 3S 關機； 

關機：長按 3S 開機。 

 

 

 

長按 3S 開關機

（上鍵） 

 

 

功能選擇介面 

 

主介面狀態下，如圖

2-1-11 

：短按顯示功能清單， 

 

主介面狀態下：短

按進入功能列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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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 

如圖 2-1-12 

 

亮屏 

 

熄屏狀態下：短按亮屏 

 

主介面狀態下，短

按鎖屏，隨後短按亮屏

（上鍵） 

熄屏：短按亮屏；

（下鍵） 

 

返回其他主介面 

其他子介面：短按返回主

介面； 

 

其他功能介面：短

按返回主介面（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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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1                     圖 2-1-12               

2 恢復出廠設置 

使用者可以清除手錶資料，恢復手錶出廠設置。 

 操作說明 

 APP 端：打開“H Band”連接設備我的設備清除資料，操作後手錶

將清除所有資料，並將所有功能開關設置為預設值。 

 手錶端：單點開關鍵再次按開關鍵設置（如圖 2-2-1）清除資料（如

圖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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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1                         圖 2-2-2 

3 低、充電 

電量低時，手錶低電提醒，此時顯示閃電 UI。低電關機後充電自動開機，

充電過程中不可切換介面，充電過程中當手錶有晃動時會顯示充電進行中動

畫。 

4 軟體更新 

若手錶設備提示有軟體更新時，使用者只需要設備連接上 APP 端即可升

級軟體。 

5 關於設備 

在設備上可查看此設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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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說明 

單點開關鍵亮屏向下滑動螢幕（再次按開關鍵進入功能功能表）單點

“關於設備”查看設備資訊。 

三、 產品功能介紹及操作說明 

1 特色功能 

1.1 音樂 

使用者可選手錶音樂或手機音樂，具備上/下首切歌（不支援清單選擇）、

音量調節等操作，如圖 3-1-1。在選擇手錶本地音樂狀態下，可連接藍牙耳機

聽本地音源，如圖 3-1-2。 

         

圖 3-1-1                           圖 3-1-2 

 操作說明 

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向上滑動切換至音樂介面（或再次按一下開關鍵，選

擇“音樂”）單點“設置”選擇“手錶音樂”或“手機音樂”。 



14 

 藍牙耳機 

在選擇手錶音樂狀態下，設備搜索藍牙設備號（此時設備顯示藍牙 3.0），

如圖 3-1-3。連接藍牙耳機，可在耳機聽取本地音源。在藍牙耳機播放音樂過

程中，若有來電，則會停止播放音樂，若用設備接聽電話，通話過程中耳機將

暫停使用。 

                 

圖 3-1-3 

 方式：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向上滑動切換至音樂介面（再次按一下開關鍵，

選擇“音樂”）單點“設置”勾選“手錶音樂”單點“藍牙耳機”

搜索藍牙耳機設備號進行連接, 如圖 3-1-4、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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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4                       圖 3-1-5 

i. 藍牙 3.0：具備音樂、通話功能的產品，藍牙名顯示“talk”尾碼。 

ii. 藍牙 4.0/藍牙 5.0：不具備音樂、通話功能的產品，連接 APP，藍牙名無“talk”尾碼。 

1.2 撥號/來電通話、拒接、靜音 

在連接手機 APP 狀態下，此手錶具備通話功能（設備藍牙為 3.0），用戶

可在手錶中輸入電話號碼進行通話，如圖 3-1-6。或在連絡人中選擇連絡人進

行通話，如圖 3-1-7。 

用戶對來電可進行接聽、拒接、靜音操作。如圖 3-1-8. 使用者亦可在手

錶端對來電進行開關設置。若在來電前已連上藍牙耳機，則通話過程中藍牙將

暫停使用。 

       

圖 3-1-6             圖 3-1-7               圖 3-1-8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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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號：按一下開關鍵再次按一下開關鍵單點“撥號”,輸入電話號碼

(單點“連絡人”,選擇“連絡人”)如圖 3-1-9.點擊“通話”圖示即可

通話。 

                  

圖 3-1-9 

接聽來電：  

 藍牙 3.0 開機下： 

來電掛斷/接聽，如圖 3-1-10。 

 

圖 3-1-10 

 藍牙 3.0 關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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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來電掛斷/電話來電連接中，如圖 3-1-11藍牙 3.0 回連回連失敗

顯示“掛斷/靜音”選擇“掛斷/靜音”，如圖 3-1-12。 

(2) 來電掛斷/電話來電連接中藍牙3.0回連回連成功顯示“掛斷/

接聽”選擇“掛斷/接聽”，如圖 3-1-13。 

i. 藍牙 3.0：具備通話功能,設備連接手機，藍牙名客戶可自訂。 

ii. 藍牙 4.0/藍牙 5.0：不具備音樂、通話功能，藍牙名客戶可自訂。 

      

圖 3-1-11            圖 3-1-12              圖 3-1-13 

 

1.3 通話記錄 

此手錶可保存綁定手機的通話記錄，在手機 APP 連接著設備狀態下，使

用者可以通過查看通話記錄選擇連絡人進行通話，如圖 3-1-14. 

                    



18 

圖 3-1-14 

 操作說明 

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再次按一下開關鍵單點“通話記錄”查看通話

記錄或在通話記錄中選擇連絡人進行通話。 

1.4 連絡人 

設備連接 APP 狀態下，手錶可添加存儲連絡人（最多存儲 10 位元連絡人

資訊），使用者通過手機 APP 添加手機連絡人保存即可。如圖 3-1-15. 

                  

圖 3-1-15 

 操作說明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點擊“我的設備”圖示單點“連絡人”

單點“+”即可。 

2 基礎功能 

2.1 碼錶 

碼錶介面顯示時、分、秒，“開始/暫停”圖示、重置圖示。如圖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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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操作說明 

按一下開關鍵再次按一下開關鍵選擇“碼錶”點擊“開始”進行

計時,再次點擊可暫停。 

亦可點擊“重置”圖示重新計時。 

2.2 倒計時 

倒計時介面顯示時、分、秒，“開始/暫停”圖示，“重置”圖示。設置

時間之後點擊開始，再次點擊可暫停，暫停後點擊重置，可重設時間。如圖

3-2-2. 

 

圖 3-2-2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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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開關鍵再次按一下開關鍵單點“倒計時”設置時間進行倒

計時。 

2.3 查找手機 

在手機 APP 連接設備的狀態下，使用者可通過“找手機”查找手機。點擊

“找手機”後，設備顯示“尋找中”，如圖 3-2-3。手機會震動並響鈴。若要

退出查找，向右滑動即可。 

 

圖 3-2-3 

 操作說明 

查找手機：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再次按一下開關鍵單點“找手機”手

機震動並響鈴向右滑動退出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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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檢測功能 

3.1 多運動模式 

運動模式包含戶外跑步、室內跑步、戶外步行、室內步行、戶外騎行、室

內騎行、徒步、踏步機、橢圓機、划船機 10 種，如圖 3-3-1。以上運動模式

可以記錄客戶的心率、卡路里以及運動時間，中途可以暫停/繼續。 

                 

圖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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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退出 

運動過程中，手錶自動判斷使用者當前是否處於運動狀態，若手錶判斷出

當前已符合運動退出條件將會自動退出運動模式。 

 資料存儲 

手錶僅保存最近 3 次的運動資料。 

 操作說明 

 進入：單點開關鍵再次按開關鍵單點“運動”（如圖 3-3-2）上

下滑動選擇運動模式，如圖 3-3-3。若在“運動”介面中 5 秒無操作，

螢幕熄屏；單點開關鍵即可亮屏。 

 暫停/繼續：進入“運動模式進行中”介面，向左滑動，可單點暫停圖

示即可暫停運動，再次點擊時即可繼續運動，如圖 3-3-4。 

 退出：進入“運動模式進行中”介面，向左滑動，可單點結束退出運動

模式，手錶顯示此次運動資料統計，如圖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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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圖 3-3-3 

               

          圖 3-3-4            圖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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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計步、路程、卡路里 

手錶計步介面顯示使用者當天的總步數、路程、卡路里，如圖 3-3-6。每

天 0 點數據歸零，使用者可將設備連接手機 APP 端上傳所有資料。持續無操

作 5 秒後熄屏。 

 操作說明 

 方式一：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向右滑動切換到計步介面（如圖 3-3-6）。 

 方式二：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再次按一下開關鍵點擊“計步”圖示即可

進入計步介面。 

 

圖 3-3-6 

3.3 睡眠 

睡眠介面顯示使用者的睡眠時長、深度睡眠時長、淺度睡眠時長, 如圖

3-3-7。APP 端顯示詳細的睡眠資料，可查看睡眠品質、睡眠時長、蘇醒次數、

入睡時間、蘇醒時間、深度睡眠時長、淺度睡眠時長、深睡淺睡時間分佈圖。

如圖 3-3-8。 

 操作說明 



25 

 手錶端：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向右滑動切換到睡眠介面查看睡眠數據。

持續無操作 5 秒後自動熄屏。 

 APP 端：打開“H Band”,連接設備點擊“數據面板”點擊“睡眠”

查看數據。 

             

圖 3-3-7                        圖 3-3-8 

3.4 心率（PPG 脈率） 

心率介面顯示使用者的上次監測記錄、心率最高值、最小值以及 24 小時

心率散點圖，如圖 3-3-9。使用者進行心率監測，監測成功介面會顯示數值，

如圖 3-3-10。監測失敗介面顯示“測量失敗”字樣，如圖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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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圖 3-3-10               圖 3-3-11 

 操作說明 

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向右滑動切換至心率監測介面（或再次按一下開關

鍵，選擇“心率”）監測結果。 

 心率（PPG 脈率）自動監測： 在手錶或 APP 設置中開啟心率自動監測，

手錶每隔 10 分鐘監測一次，手錶資料在當天 0 點歸零，手機 APP 連接

設備可上傳資料。 

 開/關心率自動監測： 

APP 端: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點擊“我的設備”圖示點擊

“開關設置”設置“心率自動監測”開關即可。 

手錶端：詳見下文“開關設置”介紹。 

 心率（PPG 脈率）異常：若檢測到使用者心率異常，設備顯示心率異常

UI。如圖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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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2 

3.5 血壓 

使用者切換到血壓監測介面，單點監測圖示可進行監測，監測過程中會顯

示“正在測量”，且顯示監測進度，如圖 3-3-13。監測結束後會顯示監測結

果數值，如圖 3-3-14。若監測失敗則顯示“測量失敗”，如圖 3-3-15。 

         

圖 3-3-13               圖 3-3-14             圖 3-3-15 

 資料顯示 

 手錶端：介面顯示上次監測結果、上次監測時間及監測圖示，如圖 3-3-16。 

 APP 端：介面顯示最低血壓、最高血壓、最高/最低血壓所測得的時間、

血壓時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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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6 

 操作說明 

 手動監測：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向右滑動切換至血壓監測介面（或再次按

一下開關鍵，選擇“血壓”）單點“監測”顯示結果。 

 自動監測：在手錶或 APP 設置中開啟血壓自動監測，手錶每隔 10 分鐘

監測一次，手錶資料在當天 0 點歸零，手機 APP 連接設備可上傳資料。 

 開/關血壓自動監測： 

手錶端：詳見下文“開關設置”介紹。 

APP 端：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點擊“我的設備”圖示點擊

“開關設置”設置“血壓自動監測”開關即可，如圖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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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7 

 血壓私人模式： 

使用者在 APP 端可開啟血壓私人模式，通過使用者輸入的日常血壓值進

行監測校準，從而在血壓監測時獲取更精准的血壓數值。如圖 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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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8 

方式：打開“H Band”連接設備點擊“我的設備”設置數值保存

即可。 

4 提醒功能 

4.1 鬧鐘提醒 

在手機 APP 端連接設備狀態下，使用者可在 APP 端設置鬧鐘時間（最多

支援三組鬧鐘），如圖 3-4-1。在設備主介面上，向下滑動，可快捷設置鬧鐘

開關提醒，如圖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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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圖 3-4-2   

 操作說明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點擊“我的設備”圖示點擊鬧鐘設置

點擊右上角“+”圖示添加鬧鐘。 

 關閉/刪除鬧鐘：若不需要設置好的鬧鐘，可在 APP 端鬧鐘設置中單點該

鬧鐘開關圖示，亦可單點該鬧鐘進入子介面，點擊“刪除鬧鐘”圖示即可

刪除，如圖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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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4.2 短信/應用消息提醒 

在手機 APP 連接設備狀態下，設備會接收到手機端的短信及應用程式的

資訊，應用消息包括微信、QQ、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等應用 APP，

使用者亦可在消息設置中對短信、應用消息進行接收開關設置，如圖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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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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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再次按一下開關鍵單點“消息設置”應用消息

開關設置。 

4.3 藍牙斷連提醒 

使用者可在手錶設備或 APP 端設置藍牙斷連提醒。在設備主介面上，向

下滑動，可查看藍牙連接圖示狀態，圖示裡面的橫杠白色為連接成功，灰色為

斷開連接。藍牙斷連，手錶震動並顯示斷連 UI 介面，如圖 3-4-5. 

                    

圖 3-4-5 

 操作說明 

 手錶端：詳見下文“開關設置”介紹。 

 APP 端：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單點“開關

設置”設置藍牙斷連提醒。 

4.4 心率報警提醒 

使用者可在手錶設備或 APP 端設置心率報警提醒。設置心率報警上限數

據僅可在 APP 端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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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說明 

 手錶端：詳見下文“開關設置”介紹。 

 APP 端：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單點“心率

報警”設置數值，單點保存。如圖 3-4-6. 

            

圖 3-4-6 

4.5 久坐提醒 

使用者可在設備或 APP 端對久坐提醒進行開關設置，按設定時間，設備

顯示久坐提醒 UI，如圖 3-4-7。久坐提醒的數值僅可在 APP 端設置，久坐設

置包含起始時間、結束時間、多久提醒。如圖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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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圖 3-4-8 

 操作說明 

 手錶端：詳見下文“開關設置”介紹。 

 APP 端：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單點“久坐

設置”設置起始時間、結束時間、多久提醒數值，單點保存。 

4.6 運動目標達成提醒 

使用者可在 APP 中設置自己的運動目標,達成運動目標，手錶螢幕顯示運

動目標達成 UI，並振動提醒，如圖 3-4-9. 

 操作說明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單點“運動目標”

設置數值，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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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9 

5 常規功能 

5.1 綁定設備 

使用者可在手機 APP 端綁定設備，開啟該功能，使用者可將資料上傳並

同步到 APP 端。若用戶在 APP 端為無帳號登錄，則資料保留在設備本地不清

除，若用戶使用帳號登錄，則會將資料上傳 APP 端。 

 操作說明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設置“綁定設備”。 

5.2 佩戴檢測 

在手機 APP 端連接設備的情況下，使用者可在 APP 端設置佩戴檢測開

關，如圖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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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用戶進行心率、血壓等功能監測時，手錶會判斷用戶是否正確佩戴正確，若

正確佩戴則進行監測並顯示結果，若佩戴錯誤則設備顯示佩戴異常 UI,如圖

3-5-2。手錶感應燈閃爍 5 秒便息屏待機。 

 操作說明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單點“開關設置”

設置“佩戴檢測”。 

              

圖 3-5-1                          圖 3-5-2 

5.3 轉腕亮屏 

用戶可在手錶端和 APP 端設置轉腕亮屏，手錶端僅可設置轉腕亮屏開關，

而 APP 端既可設置轉腕亮屏開關也可設置轉腕亮屏的起始時間、結束時間以

及手錶的轉腕靈敏度,如圖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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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 

 

 操作說明 

 手錶端：詳見下文“開關設置”介紹。 

 APP 端：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單點“轉腕

亮屏”設置數據按一下保存。 

5.4 亮度調節、鎖屏時長 

用戶可在手錶上調節亮度。可在手錶或 APP 上設置鎖屏時長。 

 操作說明 

1) 亮度調節： 

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再次按一下開關鍵單點“設置”單點“亮屏調

節”（1~12 亮度），如圖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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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鎖屏時長： 

 手錶端：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再次按一下開關鍵單點“設置”單點

“鎖屏時長”（3~30s），如圖 3-5-5。 

 APP 端：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單點“亮屏時

長”（3~30s）。 

             

圖 3-5-4                       圖 3-5-5 

5.5 主介面風格設置 

使用者可在手錶和 APP 端設置主介面風格。 

 操作說明 

 手錶端：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再次按一下開關鍵單點“設置”單點

“錶盤設置”選擇主介面風格。 

 APP 端：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單點“主介面

風格設置”選擇主介面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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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低功耗模式 

此功能用戶可在 APP 端進行設置，若開啟低功耗模式，在手錶電量低的

情況下，手錶轉腕亮屏時間會變短、消息通知亮屏時間變短以及消息通知震感

減弱，以此節省電量，保持更長時間續航。 

 

 

 操作說明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設置“低功耗模式”

開關。 

5.7 免打擾模式 

若開啟該免打擾模式，設備不會對使用者進行功能震動提醒，如圖 3-5-6. 

 操作說明 

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向下滑動螢幕單點“免打擾模式”選擇是否開

啟免打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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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6 

6 其他功能 

6.1 拍照 

在手機 APP 端連接設備的情況下，使用者在 APP 中開啟拍照功能，用戶

可通過手錶進行拍照。 

 操作說明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單點“拍照”手錶

顯示“拍照”介面，搖一搖手錶即可完成拍攝，如圖 3-6-1. 

 

圖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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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女性功能 

此功能僅針對女性，若用戶為男性，則 APP 資料面板中不顯示此資料。

在手機 APP 連接手錶設備的狀態下，女性使用者在 APP 中可設置個人生理狀

態，如圖 3-6-2。APP 通過使用者資料，對使用者進行提醒，女性功能中個人

資訊狀態包括只記經期、備孕期、懷孕期、寶媽期四種。 

               

圖 3-6-2 

 操作說明 

 只記經期：用戶選擇“只記經期”，填寫個人的經期長度、間隔長度、最

後一次月經時間。設備根據使用者提供的資料，預測使用者目前情況及介

面顯示“安全期”、“距離下次月經 XX 天”等字樣，如圖 3-6-3. 

方式：打開“H Band”連接設備“數據面板”單點“女性”單

點右上角“鉛筆”圖示單點“只記經期”填寫資料（最後一次月經時間可

智慧預測）單點保存。如圖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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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                            圖 3-6-4 

 備孕期：女性用戶選擇“備孕期”，需填寫自己的經期長度、經期間隔長

度最後一次經期時間。設備預測使用者目前情況及介面顯示“懷孕概率 X%

排卵期”、懷孕概率 X%安全期”等字樣，如圖 3-6-5. 

方式：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數據面板”單點“女性”

單點右上角“鉛筆”圖示單點“備孕期”填寫數據單點保存。 

                 

圖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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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孕期：女性用戶選擇“懷孕期”，需填寫自己預產期時間，最後一次月

經時間。設備根據使用者提供的資料，預測使用者目前情況及介面顯示“離

孩子出生還有 XX 天”字樣。 

方式：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數據面板”單點“女性”

單點右上角“鉛筆”圖示單點“懷孕期”填寫數據單點保存，如圖

3-6-6. 

             

圖 3-6-6 

 寶媽期：女性用戶選擇“寶馬期”階段，用戶填寫自己的寶寶的性別、出

生日期以及個人的經期長度、經期間隔長度、最後一次月經時間。設備預

測使用者目前情況及介面顯示“排卵期 X 天”、“安全期”等字樣。 

方式：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數據面板”單點“女性”

單點右上角“鉛筆”圖示單點“寶媽期”填寫數據單點保存，如圖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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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7 

 手錶通知 

Dashboard--Femal--Ovulation Tracking Detail 如圖 3-6-8. 

              

圖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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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重置密碼 

此功能用戶可在 APP 端設置。使用者輸入舊密碼、新密碼，單點保存即

可，初始密碼為 0000，如圖 3-6-9。 

再次連接設備時，使用者輸入新密碼即可連接設備。若忘記密碼，在手錶

睡眠介面長按 6 秒，直至手錶震動即可清除密碼，APP 端再次連接設備時直接

連接即可，再次設置時舊密碼即為初始密碼 0000。 

 操作說明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設備”單點“重置密碼”

輸入舊密碼、新密碼單點“重置密碼”即可。 

                

圖 3-6-9 

6.4 開關設置 

手錶端可以設置“脈率監測”，“斷連提醒”，“轉腕亮屏”，“久坐提

醒”，“心率報警”， “血壓監測”等開關。如圖 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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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說明 

按一下開關鍵亮屏再次按一下開關鍵單點“設置”單點“開關設

置”設置開關。 

                    

圖 3-6-12 

四、 APP 

掃描下圖二維碼，即可下載“H Band”APP。 

 

 操作說明 

打開“H Band”連接設備單點“我的”單點“幫助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