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健康手环

型号: AT‐01

欢迎
紧贴信息，畅跑不断
要坚持跑步并不容易,，去找一个天天一起跑步锻炼的伙伴更难。 Archon 团队就是了解这一点, 决意令
热爱跑步者在享受自由的锻炼空间之余，加上乐趣和动力。
Archon 开发了您的运动智能手环， 不单可以追踪您每日所步行的步数、距离、热量消耗、睡眠时间和
睡眠质量，更特别设计了 Archon 运动好拍档，他会鼓励您努力运动，真正感受到运动的乐趣。
Archon Touch 支持 iPhone 4S 或以上, iPad 3 或以上。支援 iOS 6.x 或以上系统，支持 Android 4.3 或以上
与蓝牙 4.0 。

包装清单:
Archon Touch 智能手环 1 pc
充电器 1 pc
充电线 1 pc
说明书 1 pc

了解您的 Archon Touch

3 触点

向左或向右滑动

向左滑动

双击

单击

长按

1. 充电
将充电器连接到你的 Archon Touch 及接上 USB/micro USB 线。屏幕上会显示充电图标，电池约需 2 小
时充满。充电时长按 3 秒

可看到电量。

充电器
2. 低电量
低电量时, Archon touch 会震动并显示低电量图标，以提醒你充电。

3. 设定手机
手机兼容性
苹果 IOS 设备：支持所有 iPhone 4S 或以上，iPad 3 或以上。支援 iOS 6.X 或以上系统
安卓设备：支持 Android 4.3 或以上系统及蓝牙 4.0。手环与手机以蓝牙 4.0 的标
准协议连接，非标准的蓝牙协议装置会影响配对和一致性。
4. 安装程序
4.1 下载 Archon 应用程序
直接从 Archon 网站、Apple Store 或 扫一扫以下 QR Code 下载 Archon 应用程序: www.archon.com.hk
苹果用户
安卓用户

4.2







蓝牙配对
先为您的 Archon Touch 充电
开启手机的蓝牙功能
在您的手机上打开 Archon 应用程序
新用户可选择以电邮注册，现有用户可直接登入您的账户
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及保存
点选 “设置”， “设备同步”， “添加设备” 并选择 Archon Touch (AT‐01)



Archon Touch 将会显示蓝牙图案及问号，询问是否要配对



单击




如配对成功，手环上会显示成功配对图案
.
如要使用手环的 “通知” 功能，必须在手机系统设定内，授权 Archon 应用程序，存取手机所有的
通知。



如要与另一条手环配对，请先在手机解除当前已配对的手环，并重新添加设备。

.

剔号确认配对

请确保您的手机和手环是在蓝牙可连接的范围以内
5. 手环数据与应用程序同步
Archon Touch 会为您保留 7 天的纪录，我们建议您每天最少同步一次，并留意 Archon 的最新消息及活
动。


开启 Archon 应用程序



在活动版面，按 “同步”图示

，再选择 “设备同步”



您的 Archon Touch 会出现

图示，并开始同步。同步完成后，将会显示时间、日期及

电量图示
6. 显示
6.1 时间、日期及电量
连双击

可点亮手环，并显示时间、日期及电量

6.2 步数
第一次向左滑动

将会显示已步行或奔跑的步数

6.3 距离 (公里)
第二次向左滑动

将会显示已步行或奔跑的距离

6.4 卡路里
第三次向左滑动

将会显示基于一般的代谢率计算燃烧的卡路里

6.5 反转屏幕
第四次向左滑动
将会显示反转屏幕图标。长按 3 秒
选择确认或取消。

直至出现确认图示

，之后可

6.6 睡眠模式
第五次向左滑动
将会显示睡眠模式图标
。长接 3 秒
进入睡眠模式后，手环会轻
微震动，Archon Touch 随即开始助您监测睡眠质素。您亦可以在 Archon 应用程序内设置每天进入“自
动睡眠” 模式的时间。
当您睡觉时, Archon Touch 可以识别浅睡、深睡及清醒的状态，并帮您纪录下来。当数据同步到您的手
机后，您可以随时在手机 Archon 应用程序内，翻查您的睡眠状况。
6.7 通知
随您的喜好，选择您想要接收的通知:
来电通知
电邮通知
日程通知
社交讯息通知

短讯通知
未接来电通知





打开手机 Archon 应用程序，在“设置＂点选“通知”，并选择要接收的通知
请确保手机蓝牙已经打开，并与 Archon Touch 在有效连接范围内。
按下 “保存” 会把您的选择同步到 Archon Touch 。当您的手机收到通知，Archon Touch 将会透过图
示通知您。收到 SMS 及电邮通知时，Archon Touch 更会发出震动提示。
进入睡眠模式后，所有通知都会停用。

以下是一些 Archon Touch 显示通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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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醒
善用手机 Archon 应用程序内的 “提醒”功能，助您每天不会错过做运动、进餐、约会或睡眠的时
间。在 “设置” 内的 “设备同步”，点选 “定时提醒”，按 “+” 新增要提醒的项目及设定时间，设定好后选
“开” ，再按 “保存” 同步到 Archon Touch。已建立的提醒，可单击时间作出修改或长按删除，注意修改
后必须要保存及同步。
8. 无线升级
Archon Touch 支持无线升级，升级时会显示升级图标。升级完毕后，Archon Touch 会重新启动及显示
时间、日期及电量图示。

9. 目标步数
您可以在手机 Archon 应用程序内的 “个人信息” 设定每日目标步数。当步数达标，Archon Touch 会震
动及显示奖杯图标，通知您已完成当日目标。
10. 安全和护理








在温度太高或太低的环境下、请不要使用设备。请不要将设备暴露在强烈的太阳光或太潮湿的环
境下。设备和配件的适当使用温度为 0° C ‐ 45° C
保持远离任何火种或者任何可能会损坏或划伤手环的对象
请不要试图维修、修改或拆开 Archon Touch 及充电器
请用清水定期清洁手带，清洗时不要磨擦，这样可能会做成损害
请使用包装内的充电器替 Archon Touch 充电，并确保位置及方向正确
Archon Touch 是 IP67 防水，属于一般的生活防水，不能用于长时间游泳或潜水
此设备符合 R&TTE Directive 1999/5/EC

11. 重启
当您的 Archon Touch 出现问题，可以尝试重启。当 Archon Touch 处于充电状态中，用针插入充电器的
重启孔内，按下并重新启动 Archon Touch

重启孔
12. 规格
Feature
型号

AT‐01

颜色

黑/蓝/绿/粉红/橙/紫

显示屏

OLED

电池类型

锂离子聚合物

电池容量

55 毫安

待机时间

10 日

工作时间

5‐7 日

防水

IP67

连接

蓝牙 Smart4.0LE

储存温度

‐20℃ to 60℃

操作温度

0℃ to 45℃

提醒

支援

充电器

专用充电夹 5V (micro‐USB)

13. 常见问题和答案
问：为什么手环蓝牙连接失败?
答：请检查您的手机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可参考第 3 点。 蓝牙连接失败可能是由于手机蓝牙的操作
问题，请重启蓝牙，或完全关闭手机并再次打开，之后重新连接蓝牙。
14. 保养期
由 Archon 或指定分销商所购买之 Archon Touch，保养期为 1 年。如需维修，用户必须以产品原有包装
或具有同等保护的包装，连同有效发票及盒底的注册码送到 Archon 的指定地址。详情请参阅 Archon
官方网站
www.archon.com.hk
保养期内不包括什么：
 内置电池
 外观的损害，而并不影响产品的操作或安全
 未经审核的维修费用
 由于洪水、风或其他恶劣天气条件而引起的损坏或破裂
 由于火灾或任何天然灾难而引起的损坏或破裂
 因为人为的疏忽，滥用或误用而引起产品的维修或更换费用
 因为遭受虫害 ( 或类似的现象) 或人类或动物排泄物而引起产品的
 维修或更换
 软件或资料
 资料恢复的成本
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符号表示，这产品不能和其他家居废物一起处置。回收废弃电器
和电子设备是你的责任，交给指定的服务供应业者收集处置你的废物。单独收集和回收
的废弃物, 有助于节约自然资源，并确保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方式回收。关于在哪里让
废弃物可以再造回收，请联系您当地的机构，或您的经销商。

产品设计:
Millennium Pacific Concept Limited
www.archon.com.hk / info@archon.com.hk
HONG KONG 香港
www.archon.com.hk / info@archon.com.hk
INTERNATIONAL 国际
www.archonglobal.net / info@archonglobal.net
CHINA 中国
www.archonglobal.cn / info@archonglobal.cn
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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