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手表

使用说明书

感谢您购买智能手表。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在iOS或Android智能手机上使用H Band应用。  （没有Ipad或计算机）
注意：您手机的硬件和系统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要求：

IOS 8.0 or above

设置

H Band

Android 4.0 or above

1. 搜索并下载H Band APP
①　从苹果商店、91助手、360移动助手或其他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H Band APP。
②　扫描二维码。如果您在扫描代码时遇到问题，请复制完整的链接并粘贴到
您的浏览器中。

2. 产品激活与安装
工作时间:正常情况下连续工作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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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手表
打开蓝牙和H Band app，点击连接，选择Y16连接手表。如果它询问您的位置权限，
请选择“允许位置访问”。当手表连接后，你会看到一个符号，显示如下:

联系时要记住的事情:
①　一定要打开蓝牙。
②　手表有足够的电量。
③　你的智能手机和手表必须相互靠近，至少在50厘米内。
④　如果您的手机找不到Y16，请在您的手机设置中打开H Band软件的所有权限。

常见问题：
尝试连接时找不到Y16？
1. 确保手机的蓝牙已打开。 手机的操作系统应至少为Android 4.4及更高版本。 
对于iOS，它必须为8.0及更高版本。
2. 确保手机与设备之间的距离小于0.5米。 连接后，设备应保持在通常小于10
米的范围内。
3. 确保手表没有充电。如果在充电后仍然遇到问题，请立即与我们联系。

Do you get “Bluetooth connection failed”?
1. 如果您的手机重新启动，您的手机的蓝牙可能需要重新打开。
2. 重新启动手机或蓝牙服务。它应该能够在那之后连接。

4. 外观
①　不同部位名称

主壳体

接触区

表带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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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5. 功能

(1) 界面

   设置界面
确保手表和手机的应用程序已连接。 进入应用程序，依次单击“设置”，“ Y16”，
“主界面样式设置”，然后选择相应的样式。 您可以在跟踪器的屏幕上查看所做的更改。
(2) 开启/关闭
开启: 触摸手表屏幕底部的触摸面板，并按住约4秒钟。 之后您将进入主界面，
触摸相同按钮并保持4秒钟，进入蓝牙地址和软件版本界面。
关闭: 切换至关机界面并触摸按钮4秒钟。
(3) 运动模式
1. 按住运动模式选项4秒钟，即可进入运动模式。
共有10种运动模式。

注：手机查询、秒表、倒计时界面默认不显示。要在您的手表上启用此显示，请转到H Band设置。
选择“我的设备”，然后选择“开关设置”

主界面  运动 米/卡路里
  /里程

心率

睡觉 寻找手机 关机

a.你可以点击触摸键来选择你的运动模式
b.按住触摸键2秒钟进入运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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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骤,热量,里程
进入步长计数界面。这部分显示了当天的当前步数、目标进度、卡路里、
旅行距离。屏幕会在5秒后自动关闭。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检测步骤，少量误差(10%以内)在合理范围内。
(5) 关于心率
●   心率测试
进入心率界面，手表会自动记录您的心率。 。 最初，数据可能会波动，
但会逐渐稳定。 测试后，它将显示结果。 如果无法检测到您的心率，屏
幕将显示--- / ---。 如果没有活动，屏幕将在60s后关闭。 （
无论是否检测到心率）。

2. 退出运动模式
切换到照片1的界面
点击触摸按钮，进入照片2的界面
然后点击触摸按钮，进入照片3的界面
如果你想要“pasue”，你可以按下触摸按钮2秒

3. 数据保存
a. 如果运动持续时间少于1分钟，用户将被提醒不保存日期。

b. 屏幕会在4秒内自动回到主界面，但运动模式将在后台工作。

照片 1 照片 2 照片 3

Lack  of  data
Not 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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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测试模式 心率数据面板

 ●  心率监测
①  只要您佩戴手表，它就会自动检测您的心律，步数和卡路里，并将结果

同步到H Band应用程序。
②  默认情况下，自动心率监视处于打开状态，并且每30分钟自动记录一次

您的心率。 如果要关闭它，请在应用程序中进行设置：设置– Y16-开关设

置-HR自动监视关闭。
③  为了更准确地监测您的心率，请确保手表紧贴手腕，尤其是在运动时。

(6) 睡眠监测
睡眠监控界面显示前一天的总睡眠时间。 此功能会自动运行，通常您可以在

10到30分钟后知道数据。睡眠监控界面显示前一天的总睡眠时间。 此功能

会自动运行，通常您可以在10到30分钟后知道数据。

(7) 寻找手机
使H Band在手机的背景下工作。 如果将界面切换到搜索模式并按住4秒钟，

手机将连接到手表并响起并振动。

(8) 秒表
在app中打开秒表，按住屏幕4秒，进入秒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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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倒计时
选择一个时间范围，然后在H Band应用程序上选择倒数计时。 按确定后，

手表将自动显示倒数计时。 按住3秒钟，它将关闭。

(10) 信息提醒
打开应用程序–转到“设置” –然后“我的设备” –然后“消息警报”。 您可以选择打开或

关闭警报。 如果要显示消息，请在同一应用程序中进行设置。

(11) 通话提醒
设置通话提醒后，手表会在有人通话时连续振动。 您可以通过快速按下屏幕将其静

音，并通过长时间按下来拒绝它。

ROBIN

(12) 闹钟
在应用程序中，您可以设置警报，如果选择了正确的图标。 警报最大数量为20

Alarm clock time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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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心率警报
这款手表能自动检测心率。如果采集到的数据高于正常，手表会
自动提醒你。默认的心率提醒值是每分钟115次，但是您可以编
辑这个值并根据您的喜好创建一个新的。
(14) 智能手机摄像头远程控制
连接手表，打开app，点击Y16拍照，进入相机界面，手腕屏幕
自动开启。然后你可以点击手表来拍照。
(15) 穿着测试
当应用中的开关打开时，将在佩戴过程中对您的手腕进行测试，
以避免佩戴问题。

运动警报-记住要移动
在app中设置提醒时间，如果是提醒时间，跟踪器会发送提醒。

(16) 女性月经周期
此功能仅适用于女性用户。 在应用程序中将个人资料设置为女性时，它将打
开。 开启后设置数据，即仅记录月经期，受精期，然后通过选
择基本信息进入次要中期。

Data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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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手表的防水等级为IP68，这意味着可以防尘和防短时间浸入。
②  它允许的活动场景如下：您可以在下雨天或洗脸和洗手时佩戴它。 穿着它
在游泳池里游泳。 深度应小于1米，且小于半小时。 如果超出此范围，则有可
能进入水中。
③   如果你在海里游泳或洗热水澡，不要使用Y13。

(17) 电池图标状态说明

6. 关于防水功能。

产品参数

Y16

200mAh

3.7V

BT 4.0

26g

5V

100mA

-10℃-45℃

IP68

6天

2402-2480MHz

0.44dbm

产品型号

电池容量

工作电压

数据传输

主机重量

充电电压

充电电流

工作温度

防水等级

工作时间

工作频率波

最大发射功率

低电量 充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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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符合FCC规则的第15部分。我们的运作受制于以下两个条件:
(1) 此设备可能不会造成有害干扰，并且

(2) 此设备必须接受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未经负责合规方明确批准的更改或修改可能会使用户丧失操作设备的权限。 

根据FCC规则第15部分的规定，本设备已经过测试，并完全符合B类数字设

备的限制。 这些限制旨在为住宅安装中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 本设

备会产生，使用并辐射射频能量，如果未按照说明进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

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

但是，不能保证在特定的设置下不会有干扰。如果本表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

收造成有害干扰（可以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来确定），鼓励用户尝试纠正 通过

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进行干扰：

-  重新调整或摆放接收天线。

-  增加设备和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器不同的插座。

-  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技术人员咨询以获得帮助。

警告
不当处理和更换已安装的电池可能会引起爆炸！

请正确处理用过的电池。

废旧电池不得与剩余废料一起扔，必须分开处理。 在废品场处理废旧电池通常是

免费的。 旧电池的所有者负责将这些电池运送到接收它们的地点。 您将帮助回收

有价值的原材料和有毒物质。 毫不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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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收到了这款健身追踪器，但它只给了我数字化的时间，您如何获得老式的钟面？
A:  请将手表与手机连接，打开应用程序（H频段），然后选择：设置-我的
设备Y16-更多-主界面样式的设置-样式2
Q: 如何获得自动血压监测？
A: 设置-我的设备Y16-更多-开关设置-BP自动监控您还可以打开BP私人模式，
设置个人定制的BP模式以获得更准确的数据。
提示: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在应用程序(H波段)，只要打开应用程序，连接跟踪到你的
手机，向下滚动的仪表板，看看更多的数据。你的运动、睡眠、心率和血压的历史
也被记录下来。也可以设置你的跟踪选择:设置-我的设备Y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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