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健康手環

型號: AT-01

歡迎
緊貼信息，暢跑不斷
要堅持跑步並不容易,，去找一個天天一起跑步鍛煉的伙伴更難。 Archon 團隊就是了解這一點, 決意
令熱愛跑步者在享受自由的鍛煉空間之餘，加上樂趣和動力。
Archon 開發了您的運動智能手環， 不單可以追蹤您每日所步行的步數、距離、熱量消耗、睡眠時間
和睡眠質量，更特別設計了 Archon 運動好拍檔，他會鼓勵您努力運動，真正感受到運動的樂趣。
Archon Touch 支援 iPhone 4S 或以上, iPad 3 或以上。支援 iOS 6.x 或以上系統，支援 Android 4.3
或以上與藍牙 4.0 。

包裝清單:
Archon Touch 智能手環 1 pc
充電器 1 pc
充電線 1 pc
說明書 1 pc

了解您的 Archon Touch

3 觸點

向左或向右滑動

向左滑動

按一下

連按兩下

長按

1.

充電

將充電器連接到你的 Archon Touch 及接上 USB/micro USB 線。屏幕上會顯示充電圖示，電池約需 2
小時充滿。充電時長按 3 秒

可看到電量。

充電器

2. 低電量
低電量時, Archon touch 會震動並出顯示低電量圖示，以提醒你充電。

3. 設定手機
手機相容性
蘋果 IOS 設備：支援所有 iPhone 4S 或以上，iPad 3 或以上。支援 iOS 6.X 或以上系統
Android 設備：支援 Android 4.3 或以上系統及藍牙 4.0。手環與手機以藍牙 4.0 的標
準協定連接，非標準的藍牙協定裝置會影響配對和一致性。
4. 安裝程序
4.1 下載 Archon 應用程式
直接從 Archon 網站、Apple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 Archon 應用程式: www.archon.com.hk
Apple store

Google Play

4.2 藍牙配對


先為您的 Archon Touch 充電



開啟手機的藍牙功能



在您的手機上打開 Archon 應用程式



新用戶可選擇以電郵註冊，現有用戶可直接登入您的帳戶



輸入您的個人信息及保存



點選 “設置”， “設備同步”， “添加設備” 並選擇 Archon Touch (AT-01)



Archon Touch 將會顯示藍牙圖案及問號，詢問是否要配對



按一下



如配對成功，手環上會顯示成功配對圖案



如要使用手環的 “通知” 功能，必須在手機系統設定內，授權 Archon 應用程序，存取手機所有

.

剔號確認配對
.

的通知。


如要與另一條手環配對，請先在手機解除當前已配對的手環，並重新添加設備。
請確保您的手機和手環是在藍牙可連接的範圍以內

5. 手環資料與應用程式同步
Archon Touch 會為您保留 7 天的紀錄，我們建議您每天最少同步一次，並留意 Archon 的最新消
息及活動。



開啟 Archon 應用程式



在活動版面，按 “同步”圖示



您的 Archon Touch 會出現

，再選擇 “設備同步”
圖示，並開始同步。同步完成後，將會顯示時間、日期

及電量圖示
6. 顯示

6.1 時間、日期及電量
連按兩下

可點亮手環，並顯示時間、日期及電量

6.2 步數
第一次向左滑動

將會顯示已步行或奔跑的步數

6.3 距離 (公里)
第二次向左滑動

將會顯示已步行或奔跑的距離

6.4 卡路里
第三次向左滑動

將會顯示基於一般的代謝率計算燃燒的卡路里

6.5 反轉屏幕
第四次向左滑動

將會顯示反轉屏幕圖示。長按 3 秒

直至出現確認圖示

，之後可

選擇確認或取消。
6.6 睡眠模式
第五次向左滑動

將會顯示睡眠模式圖示

。長接 3 秒

進入睡眠模式後，手環會輕

微震動，Archon Touch 隨即開始助您監測睡眠質素。您亦可以在 Archon 應用程式內設置每天進入
“自動睡眠” 模式的時間。
當您睡覺時, Archon Touch 可以識別淺睡、深睡及清醒的狀態，並幫您紀錄下來。當資料同步到您的
手機後，您可以隨時在手機 Archon 應用程式內，翻查您的睡眠狀況。

6.7 通知
隨您的喜好，選擇您想要接收的通知:
來電通知
電郵通知
日程通知
社交訊息通知
短訊通知
未接來電通知


打開手機 Archon 應用程式，在“設置＂點選“通知”，並選擇要接收的通知



請確保手機藍牙已經打開，並與 Archon Touch 在有效連接範圍內。



按下 “保存” 會把您的選擇同步到 Archon Touch 。當您的手機收到通知，Archon Touch 將會
透過圖示通知您。收到 SMS 及電郵通知時，Archon Touch 更會發出震動提示。



進入睡眠模式後，所有通知都會停用。

以下是一些 Archon Touch 顯示通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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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醒
善用手機 Archon 應用程式內的 “提醒”功能，助您每天不會錯過做運動、進餐、約會或睡眠的時間。
在 “設置” 內的 “設備同步”，點選 “定時提醒”，按 “+” 新增要提醒的項目及設定時間，設定
好後選 “開” ，再按 “保存” 同步到 Archon Touch。已建立的提醒，可按一下時間作出修改或長
按刪除，注意修改後必須要保存及同步。

8. 無線升級
Archon Touch 支援無線升級，升級時會顯示升級圖示。升級完畢後，Archon Touch 將會重新啟動及
顯示時間、日期及電量圖示。

9. 目標步數
您可以在手機 Archon 應用程式內的 “個人信息” 設定每日目標步數。當步數達標，Archon Touch
會震動及顯示獎盃圖示，通知您已完成當日目標。
10. 安全和護理


在溫度太高或太低的環境下、請不要使用設備。請不要將設備暴露在強烈的太陽光或太潮濕的環
境下。設備和配件的適當使用溫度為 0° C - 45° C



保持遠離任何火種或者任何可能會損壞或劃傷手環的物件



請不要試圖維修、修改或拆開 Archon Touch 及充電器



請用清水定期清潔手帶，清洗時不要磨擦，這樣可能會做成損害



請使用包裝內的充電器替 Archon Touch 充電，並確保位置及方向正確



Archon Touch 是 IP67 防水，屬於一般的生活防水，不能用於長時間遊泳或潛水



此設備符合 R&TTE Directive 1999/5/EC

11. 重啟
當您的 Archon Touch 出現問題，可以嘗試重啟。當 Archon Touch 處於充電狀態中，用針插入充電
器的重啟孔內，按下並重新啟動 Archon Touch

重啟孔

12. 規格
Feature
型號

AT-01

防水

IP67

顏色

黑/藍/綠/粉紅/橙/紫

連接

藍牙 Smart4.0LE

顯示屏

OLED

儲存溫度

-20℃ to 60℃

電池類型

鋰離子聚合物

操作溫度

0℃ to 45℃

電池容量

55 毫安培

提醒

支援

待機時間

10 日

充電器

專用充電夾 5V (micro-USB)

工作時間

5-7 日

13. 常見問題和答案
問：為什麽手環藍牙連接失敗?
答：請檢查您的手機和作業系統的兼容性，可參考第 3 點。 藍牙連接失敗可能是由於手機藍牙的操
作，請重啟藍牙，或完全關閉手機並再次打開，之後重新連接藍牙。
14. 保養期
由 Archon 或指定分銷商所購買之 Archon Touch，保養期為 1 年。如需維修，用戶必須以產品原有包
裝或具有同等保護的包裝，連同有效發票及盒底的註冊碼送到 Archon 的指定地址。詳情請參閱
Archon 官方網站
www.archon.com.hk
保養期內不包括什麽：


內置電池



外觀的損害，而並不影響產品的操作或安全



未經審核的維修費用



由於洪水、風或其他惡劣天氣條件而引起的損壞或破裂



由於火災或任何天然災難而引起的損壞或破裂



因為人為的疏忽，濫用或誤用而引起產品的維修或更換費用



因為遭受蟲害 ( 或類似的現象) 或人類或動物排泄物而引起產品的



維修或更換



軟件或資料



資料恢復的成本

在產品或者其包裝上的符號表示，這產品不能和其他家居廢物一起處置。回收廢棄電
器和電子設備是你的責任，交給指定的服務供應業者收集處置你的廢物。單獨收集和
回收的廢棄物, 有助於節約自然資源，並確保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方式回收。關於在
哪裡讓廢棄物可以再造回收，請聯系您當地的機構，或您的經銷商。

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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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