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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用户手册》介绍您需要了解的有关新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的一切信息。 

健身手环到底是什么？ 

您的 TomTom Touch 将追踪您的活动和身体成分。身体成分是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人们锻炼的目的

通常是想要降低身体的脂肪百分比，提高肌肉的百分比。通过 TomTom Touch，您可以追踪身体成分的

组成，而不仅仅是运动步数。 

健身手环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TomTom Touch 具有一个触摸屏，可以追踪步数、卡路里、活动时间、距离、睡眠、心率和身体成分。 

提示：虽然此产品为 TomTom 产品，但其不具备 GPS，因此不可导航。如果您正在寻求一款在地图

上记录跑步和骑行路线的产品，并提供精确的速度、步速和距离计算，那么请尝试使用 TomTom 

GPS 运动手表。 

此《用户手册》包括了一些较好的入门文章： 

 快速入门 

 关于您的健身手环 

 佩戴您的健身手环 

 为您的健身手环充电 

 您的健身手环和防水 

提示：tomtom.com/support 上还提供了常见问题 (FAQ)。从列表中选择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或者输入一个搜索项。  

我们希望您仔细阅读深入了解，更重要的是使用您的新 TomTom Touch 尽情玩乐，越来越健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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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的健身手环 

 

1. 紧固环带 - 插入环带上的两个销钉，确保健身手环固定牢固。 

2. 触摸屏 - 滑动触摸屏，概览您的活动追踪度量单位和不同模式。 

向下滑动，移至时钟屏幕上方的屏幕。这些屏幕包括： 

 运动模式 

 身体成分 

 心率 

向上滑动，移至时钟屏幕下方的屏幕。这些屏幕包括： 

 步数 

 消耗的能量或卡路里 

 距离 

 活动时间 

 睡眠持续时间 

提示：如果设定了目标，则所有这些屏幕还显示目标完成进度。 

3. 圆形目标图标 - 如果您设定了日常活动目标，则所选指标或时钟上方将有一个圆形目标图标，例如

显示步数。此目标图标将随着您每天朝目标的迈进而逐渐填满。 

提示：默认目标设定为 10,000 步。 

4. 时钟屏幕 - 当您通过触摸屏幕唤醒设备时，您将看到显示时间的时钟屏幕。向上或向下滑动时钟屏

幕可查看指标和模式。 

5. 按钮 - 按钮用于唤醒设备、进行身体成分测量并在运动模式中开始与停止记录。 

注意：要滑动触摸屏，手指沿着触摸屏的长度方向从上到下向下滑动触摸屏，或从下到上向上滑动触

摸屏。  

 

您的健身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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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您的健身手环 

佩戴 TomTom Touch 的方式非常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心率传感器的性能和成分结果。有关此传感器的

工作方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心率传感器。 

如果无法获取精确的心率读数或无法正确测量身体成分，请确保 TomTom Touch 佩戴如下： 

 牢固佩戴，但不要太紧以免不舒服。 

 置于腕骨上方。 

 

 热身后，您将会从心率传感器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重要说明：为提高准确性，请保持不动，直到完成心率检测。 

 

清洁您的健身手环 

如果您经常使用手环，建议您每星期清洁 TomTom Touch 一次。 

 必要时，可使用湿布擦拭 TomTom Touch。使用温和的肥皂去除油脂或污垢。 

 不要让 TomTom Touch 接触到汽油、清洁溶剂、丙酮、酒精或杀虫剂等烈性化学品。这些化学品

会损坏密封、外壳和漆面。 

 必要时，使用温和的肥皂和清水清洁心率传感器区域和连接板。  

 不要刮擦心率传感器区域。应保护好它，避免损坏。 
 

心率传感器 

您的 TomTom Touch 配有一个内置心率传感器，可帮助您更加有效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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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工作方式 

心跳是通过光线测量的，用于测量血液流动的变化。测量在手腕上方按以下方式进行：发射光线穿过皮

肤照射到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上，并检测不断变化的光线反射。 

心率传感器的性能不受身体脂肪百分比或体毛影响。但是，其受 TomTom Touch 在您手腕的佩戴位置

、肤色、皮肤类型和您是否已热身的影响。 

使用心率传感器 

为了让心率传感器发挥最佳性能，请参阅佩戴您的健身手环。连续心率追踪功能已默认开启。 
 

从表带上取下手表 

您需要从表带上取下 TomTom Touch，才能对其充电或使用计算机将其连接至 MySports。 

要从表带上取下 TomTom Touch，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用力按手表顶部，直到其从表带中弹出。  

 

2. 要将 TomTom Touch 手表装回表带，反向执行第一步，通过将按钮末端首先装入表带来将整个手

表插入到位。 
 

为您的健身手环充电 

重要说明：您可使用计算机或任何 USB 壁式充电器为您的 TomTom Touch 充电。  

要为您的 TomTom Touch 充电，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表带中取下 TomTom Touch。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表带上取下手表。 

2. 将手表连接至包装盒中随附的带微型 USB 线缆的小型连接器。 

3. 将较大的 USB 连接器连接至您的计算机或壁式充电器。 

4. 您的 TomTom Touch 显示以下动画图标，开始充电： 

 

注意：某些您可以购买到的微型 USB 线缆不允许即充电又进行数据传输。包装盒中随附的线缆则不

然，因此您可以使用 MySports Connect 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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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 

您的 TomTom Touch 可以存储若干天的运动数据。 

TomTom Touch 连接至 MySports Connect 或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后，所有活动数据都将自动移除

并上传至您的 MySports 帐户。 
 

电池信息 

电池使用时间 

最多 5 天。 

充电时间 

 电量充至 90%：40 分钟 

 充满到 100%：1 小时 

延长电池使用时间的提示 

 关闭来电通知。 

 关闭全天心率监测。 

 保持您的 TomTom Touch 处于配对移动设备的蓝牙范围内。 
 

执行重设 

软重设 

每当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从壁式充电器或计算机断开连接时，都会执行软重设。 

要执行软重设，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 TomTom Touch 连接至壁式充电器或计算机。 

请等候，直至 TomTom Touch 显示电池符号。 

如果您使用的是计算机，请等候，直至 MySports Connect 完成更新 TomTom Touch。 

2. 将 TomTom Touch 从壁式充电器或计算机上断开连接。 

TomTom Touch 上的软件将会重新启动。此时，您已在 TomTom Touch 上完成软重设。 

恢复出厂设置 

重要说明：使用 MySports Connect 执行恢复出厂设置时，所有个人数据和设置都将从 TomTom Touch 

上删除。此操作不能撤销。 

应该将恢复出厂设置用作恢复 TomTom Touch 或者确实要删除所有数据和设置时才使用的最后手段。 

恢复出厂设置会在 TomTom Touch 上重新安装软件，并且此操作会删除下列内容： 

 您的活动。 

 TomTom Touch 和 MySports Connect 中的设置。 

注意：如果您使用的是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则需要确保智能手机忘记 TomTom Touch，然后重新

配对，如下所述： 

 Android - 在您的 Android 设备的蓝牙设置菜单中，取消配对或忘记 TomTom Touch， 

 iOS - 转至 iOS 蓝牙设置屏幕，单击 TomTom Touch 名称后面的 (i) 图标并选择忘记此设备。 



9 
 
 

 

重要提示：执行恢复出厂设置时，在 MySports Connect 完成恢复 TomTom Touch 之前，不要将其断

开连接。这可能需要花费几分钟。断开连接之前，请查看 MySports Connect 中显示的所有消息。 

要执行恢复出厂设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 TomTom Touch 连接至计算机，并等候直至 MySports Connect 完成更新。 

2. 单击 MySports Connect 中的齿轮图标，打开设置菜单。 

3. 单击重设按钮。 

4. MySports Connect 窗口关闭时，保持 TomTom Touch 处于连接状态。 

MySports Connect 将在 TomTom Touch 上安装软件。 

5. MySports Connect 打开时，保持 TomTom Touch 处于连接状态。 

6. 根据 MySports Connect 中的说明设置 TomTom Touch。 
 

您的健身手环和防水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符合 Ipx7 防水标准，这表示您可在下雨天在户外使用并在洗澡时佩戴

，但禁止游泳时使用。健身手环不包含测量游泳指标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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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MySports Connect 

1. 要将 TomTom Touch 连接至计算机，请用力按手表顶部，直到其从表带中弹出。  

 

2. 使用 USB 线缆，将 TomTom Touch 连接至计算机。 

 

3. 请稍后，直到 TomTom Touch 处于充电状态。点按按钮查看电池的充电程度。  

提示：电池电量充至 90% 需要 40 分钟，充满至 100% 需要 1 小时。 

4. 从 tomtom.com/123/ 将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下载至您的计算机并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MySports Connect 打开。按照屏幕说明开始。 

下一步：注册 
 

快速入门 

http://www.tomtom.com/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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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在 MySports Connect 设置期间，MySports 网站将打开。 

 

创建一个帐户或利用现有帐户登录。 

在 MySports 网站，您将能够查看自身活动、统计数据和进程。 

重要说明：您应该经常将 TomTom Touch 连接至计算机对其进行充电并获取最新的软件更新。 

下一步：可选：获取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可选：获取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重要说明：虽然您可以在不安装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的情况下使用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但如果您拥有移动设备，我们建议您安装该手机应用程序，以便您可充分利用所有可用功能。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使您能够上传和分析活动并在运动过程中查看您的统计数据。 

下载应用程序并遵循屏幕上的说明。 

   Google 应用程序商店 

 Apple 应用程序商店 

 

提示：TomTom Touch 使用蓝牙低功耗 (BLE) 与 TomTom MySports 移动应用程序进行通信。 

下一步：使用您的健身手环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omtom.mysports
https://itunes.apple.com/gb/app/tomtom-mysports/id783593018?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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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健身手环 

点按按钮唤醒屏幕，查看时间。 

滑动钟面下方的屏幕查看步数、所耗卡路里、行走距离、活动和睡眠时间等活动统计数据。 

滑动钟面上方的屏幕开始活动、进行身体成分测量或查看您当前的心率。 

 

您还可以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或 MySports 网站上设定一个目标。您可以在移动应用程序和 

MySports 网站上查看目标进度、全天心率、身体成分趋势和整体进度。 

 

下一步：使用运动模式 
 

使用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可用于所有运动活动。此启停模式可捕获时间、心率以及基于心率所消耗的卡路里。您可将此

模式用于所有运动，游泳和水上运动除外。  

您还可以通过 MySports 应用程序或 MySports 网站追踪所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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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您的 TomTom Touch 不具备 GPS，因此不可追踪距离。但可根据您的步数计算距离。 

重要说明：游泳时不可佩戴 TomTom Touch。 

1. 要在运动模式中开始活动，滑动时钟上方的一个屏幕，您将看到锻炼图标。 

 

2. 轻触按钮开始记录活动。 

振动表示确认已开始记录活动。 

3. 记录活动的同时，按一次按钮唤醒屏幕，然后滑动查看活动时间、所耗卡路里以及心率。  

4. 要停止记录活动，按一次按钮唤醒屏幕，再按一次直到出现振动。 

提示：锻炼之后，您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您的活动。 

 

测量身体成分 

TomTom Touch 可以测量您的身体成分。身体成分是身体内体脂与肌肉质量的百分比，是健康状况的一

个重要指标。 

每次获取身体成分读数时，首先请至少佩戴健身手环 15 分钟，以便其进行热身。 

重要说明：要获取精确的结果，请在每天同一时间获取身体成分测量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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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至健身手环时钟屏幕上方的两个屏幕，您可在其中看到百分比标记。按住按钮，直到您看到屏幕上

出现勾号标记。此时，在手机应用程序中转至进度菜单，点按灰色图形按钮（右上角）并选择身体，即

可查看身体成分读数。 

 

测量身体成分的提示 

 请勿用手臂触摸您身体的侧面，并且请勿交叉触碰两只手腕或手部，因为这可能导致读数不准确。 

 

 将食指置于按钮上，与手环屏幕成一直线。确保用食指覆盖整个按钮。 

 

 如果出现叉号而非对勾，请尝试湿润手指，以便您可以湿润电极下方的手腕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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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iOS 设备进行配对 

借助 TomTom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将运动数据从 TomTom Touch 健身手环上

传至 TomTom MySports。还可以自动上传至其他一些网站。  

如果推出了更新版本的 MySports 应用程序，您可从应用程序商店下载。如果推出了更新版本的健身手

环软件，您可使用 MySports Connect 桌面应用程序进行下载。  

要将您的 iOS 设备与健身手环配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健身手环需要连接至电源。如果连接至计算机，继续之前，请等待 MySports Connect 桌面应用程

序完成对您设备的更新。  

2. 确保 iOS 设备具有有效的互联网连接。  

3. 确保健身手环和 iOS 设备彼此靠近。 

4. 在 iOS 设备的设置中，确保蓝牙已开启。 

5. 按下健身手环上的按钮唤醒屏幕，滑动屏幕直到看到蓝牙和智能手机图标，然后再按一次按钮。  

6. 启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并点按“激活您的设备”屏幕上的手环。 

7. 出现您的健身手环名称时，点按该名称。 

8. 在 iOS 设备上，输入健身手环上显示的 pin 码，然后点按配对。 

此时设备应该已配对成功。如果配对健身手环时遇到问题，请查看下方的故障排除说明。 

如果打开手机上的移动应用程序并尝试连接您的健身手环，您可能需要通过按下按钮唤醒健身手环。  

故障排除 

如果配对健身手环时遇到问题，请遵循以下步骤： 

 确保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TomTom Touch 软件。如果推出了更新版本的软件，您可使用 

MySports Connect 桌面应用程序进行下载。 

 确保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移动应用程序。如果推出了更新版本的应用程序，则应用程序商店将会

列示出来。 

 忘记您的 iOS 设备上的已配对健身手环，然后尝试重新与其配对： 

1. 转至 iOS 设备上的 iOS 蓝牙设置屏幕，单击健身手环名称后面的 (i) 图标并选择忘记此设备。

按照以上配对说明，尝试重新配对您的健身手环。如果仍不成功，请继续执行以下故障排除步

骤。 

2. 重新启动您的 iOS 设备。 

3. 卸载并从应用程序商店重新安装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4. 关闭蓝牙后重新开启。 

5. 通过将健身手环连接至电源将其重新启动。 

您的 iOS 设备和健身手环目前已完全断开连接，然后进行重设。 

6. 在 iOS 设备上启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7. 按照以上配对说明中的描述继续配对（从第 5 步开始）。 

 
 

与您的移动设备进行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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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Android 设备进行配对 

借助 TomTom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将运动数据从 TomTom Touch 健身手环上

传至 TomTom MySports。还可以自动上传至其他一些网站。  

将健身手环与您的 Android 设备进行配对之前，请确保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TomTom MySports 应用

程序，并且您的健身手环安装的是最新版本的软件。如果推出了更新版本的 MySports 应用程序，您可

从 Play 商店下载。如果推出了更新版本的健身手环软件，您可使用 MySports Connect 桌面应用程序

进行下载。  

要将您的 Android 设备与健身手环配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您的 Android 设备与 TomTom MySports 应用程序兼容。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中找到兼容设

备的相关信息。 

2. 确保您的智能手机具有有效的互联网连接。 

3. 健身手环需要连接至电源。如果连接至计算机，继续之前，请等待 MySports Connect 桌面应用程

序完成对您设备的更新。  

4. 确保健身手环和 Android 设备彼此靠近。 

5. 在 Android 设备的设置中打开蓝牙。 

6. 在 Android 设备上启动 TomTom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7. 按下健身手环上的按钮唤醒屏幕，滑动屏幕直到看到蓝牙和智能手机图标，然后再按一次按钮。  

8. 在移动应用程序的“激活您的设备”屏幕上，点按手环。 

您的 Android 设备将显示正在搜索。 

9. 当手环的名称出现时，点按该名称。 

10. “正在搜索”屏幕上的列表中出现健康手环的名称时，点按该名称并接受配对请求。 

重要说明：查看您的 Android 通知栏，获取健康手环配对请求。在一些 Android 设备上，在您选

择了想要连接的健康手环之后，配对通知会显示在 Android 通知栏。一些 Android 设备显示一个

弹出窗口，而一些设备什么都不显示。显示配对请求的设备需要您在数秒内接受配对。 

11. 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中，输入健康手环上显示的 PIN 码。 

12. MySports 应用程序和健康手环连接之后，点按“完成”。 

此时，您的健康手环和 MySports 应用程序已配对。如果配对健康手环时遇到困难，请查看以下故障排

除说明。 

如果打开手机上的移动应用程序并尝试连接您的健身手环，您可能需要通过按下按钮唤醒健身手环。要

同步，请拉下应用程序中的“活动”屏幕。如果与应用程序同步遇到问题，您可始终使用 MySports 桌面

应用程序同步活动。  

如果正在升级您的 Android 设备版本，则必须经常通过以下步骤取消配对和重新配对您的健康手环。 

故障排除 

如果无法将您的健康手环连接至 MySports 应用程序，则建议将其与您的 Android 设备完全取消配对，

然后按照以下步骤重新配对： 

1. 在您的 Android 设备蓝牙设置菜单，取消配对或忘记健康手环。按照以上配对说明，尝试重新配对

您的健身手环。如果仍不成功，请继续执行以下故障排除步骤。  

2. 卸载并从 Play 商店重新安装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3. 重新启动您的 Android 设备。 

4. 关闭蓝牙后重新开启。 

5. 通过将健身手环连接至电源将其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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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Android 设备和健身手环目前已完全断开连接，然后进行重设。 

6. 在 Android 设备上启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7. 按照以上配对说明中的描述继续配对（从第 7 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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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活动追踪 

您可以使用 TomTom Touch 来追踪您的活跃程度。下面是您可以执行的操作： 

 针对脂肪、肌肉或体重创建一个身体目标。 

 针对每天或每周的行走步数创建一个步数目标。 

 创建一个运动目标，例如骑行、跑步或健身房活动。 

 追踪身体活动的时间、步数、所燃烧的卡路里和走动的距离。 

 查看迈向既定目标的每日和每周进度。 

 将活动追踪数据上传到 TomTom MySports 网站和 TomTom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在 MySports 中回顾您的活动 

您可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和 MySports 网站中的仪表板页面，查看每日活动追踪目标的进度。仪

表板随时保持更新，反映了从您的 TomTom Touch 同步数据的最后时间。 

选择活动追踪作为类型，或者如果您单击活动追踪目标，即可在进度部分查看更多详情。您可通过单击

图形下方的标签更改指标。您还可以将时间段更改为每日、每周、每月或每年。 

 

追踪您的健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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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Tom Touch 记录的信息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可自动追踪睡眠和活动时间、所耗卡路里、步数和距离。计算以内置

心率和运动传感器以及包括年龄、性别、身高和体重在内的用户个人资料为基础。  

注意：TomTom Touch 不包含 GPS 芯片，因此距离统计数据以您的步数为基础进行估算。 

您可通过滑动 TomTom Touch 上钟面下方的屏幕查看每日统计数据。同步 TomTom Touch 的情况下

，您还可以在 MySports 网站和 MySports 应用程序中查看您的统计数据。  

在应用程序和网站中，您可查看锻炼特定的统计数据、整体进度以及所设定任意目标的进度。   

提示：如果您在 MySports 应用程序的“设备”菜单中启用了全天心率，则您还可以查看全天候的心率

测量结果。 

活动追踪准确度 

活动追踪旨在提供信息以鼓励积极健康的 生活方式。您的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使用心率和

运动传感器与计算器来追踪您的活动。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旨在近似估计您的活动，可能不完全准确，

包括 步伐数、睡眠、距离和卡路里数据。  
 

全天候追踪您的活动 

1. 滑动屏幕查看活动指标。 

指标包括： 

 步数 

 行走距离 

 活动时间 

 睡眠时间 

 消耗的卡路里 

2. 如果您设定了每日活动目标，则可以在所选指标和时钟上方看到一个圆形目标图标。此目标图标将

随着您每天朝目标的迈进而逐渐填满。 

 

提示：您可以在 MySports 应用程序或 MySports 网站设定目标并查看历史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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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追踪 

您的 TomTom Touch 具备全天候心率监测功能。全天心率监测开启时，健康手环可全天候定期检查您

的心率。心率信息可改善卡路里和活动时间估算值，并更好地查看您全天的整体活动。 

注意：要延长电池时间，在不使用全天心率监测的情况下请将其关闭。默认情况下，此功能处于开启

状态。 

要查看即时心率读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通过按下按钮唤醒您的 TomTom Touch。 

2. 从时钟屏幕，向下滑动三次，直至您看到心形图标。 

3. 等待数秒，直至您看到以每分钟跳动次数为单位的当前心率 (bpm)。 

 

4. 如果未显示您的心率，则请点按按钮再试一次。此外，您可以尝试紧固您手腕上的 TomTom Touch

，或将其沿着您手腕向上移。 

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上查看您的心率 

注意：仅在每日视图中逐日显示全天心率信息。 

1. 在活动屏幕上，点按今天。 

2. 在日期下，向左滑动。 

3. 点按平均静息心率。 

当您查看一天的心率时，您会看到您的静息心率值以及根据这些测量值计算得出的平均静息心率。

您还可查看一周、一个月或一年的静息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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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ySports 网站上查看您的心率 

1. 访问 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2. 单击所有运动并选择活动追踪。 

3. 单击全部并选择日期。 

4. 在页面底部，选择平均静息心率。 

当您查看一天的心率时，您会看到您的静息心率值以及根据这些测量值计算得出的平均静息心率。

您还可查看一周、一个月或一年的静息心率。 
 

追踪步数 

步数使用腕关节的活动估算得出，系统将自动为您设定一个数值为 10,000 的默认步数值。 

提示：锻炼期间完成的步数包含在整体活动追踪指标中。 

1. 通过按下按钮唤醒您的 TomTom Touch。 

2. 从时钟屏幕，向上滑动三次，直至您看到步数图标。 

http://www.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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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时钟下方的屏幕顺序根据所设目标而变化。 

 

您可看到截至当前日期的步数。 

注意：每天午夜，您的每日目标进度将重设为零。 

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中查看您的步数 

1. 在活动屏幕上，点按今天。 

2. 在日期下，向左滑动。 

3. 点按步数。 

您还可查看一周、一个月或一年的步数。 

在 MySports 网站上查看您的步数 

1. 访问 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2. 单击所有运动并选择活动追踪。 

3. 单击全部并选择日期。 

4. 在页面底部，选择步数。 

您还可查看一周、一个月或一年的步数。 
 

追踪您的卡路里 

提示：您的卡路里测量包括身体生理功能所消耗的卡路里 - 这部分称为基础代谢率 (BMR)。这就是

您睡醒后尚未做任何活动之前 TomTom Touch 显示卡路里数量的原因。 

1. 通过按下按钮唤醒您的 TomTom Touch。 

2. 从时钟屏幕，向上滑动，直至您看到火焰图标。 

http://www.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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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时钟下方的屏幕顺序根据所设目标而变化。 

 

您可看到截至当前日期所消耗的卡路里。 

注意：每天午夜，您的每日目标进度将重设为零。 

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中查看您所消耗的卡路里。 

1. 在活动屏幕上，点按今天。 

2. 在日期下，向左滑动。 

3. 点按能量。 

您还可查看一周、一个月或一年所消耗的卡路里。 

在 MySports 网站上查看您所消耗的卡路里 

1. 访问 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2. 单击所有运动并选择活动追踪。 

3. 单击全部并选择日期。 

4. 在页面底部，选择能量。 

您还可查看一周、一个月或一年所消耗的卡路里。 
 

追踪您的活动时间 

提示：当您的步速或运动连续 10 秒以上高于某一阈值时，时间即被归类为“活动”时间。 

1. 通过按下按钮唤醒您的 TomTom Touch。 

2. 从时钟屏幕，向上滑动三次，直至您看到时间图标。 

http://www.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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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时钟下方的屏幕顺序根据所设目标而变化。 

 

您可看到截至当前日期的活动时间。 

注意：每天午夜，您的每日目标进度将重设为零。 

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中查看您的活动时间 

1. 在活动屏幕上，点按今天。 

2. 在日期下，向左滑动。 

3. 点按活动时间。 

您还可查看一周、一个月或一年的活动时间。 

在 MySports 网站上查看您的活动时间 

1. 访问 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2. 单击所有运动并选择活动追踪。 

3. 单击全部并选择日期。 

4. 在页面底部，选择活动时间。 

您还可查看一周、一个月或一年的活动时间。 
 

追踪您的距离 

提示：步数使用腕关节的活动估算得出，其用于估算行走距离。 

1. 通过按下按钮唤醒您的 TomTom Touch。 

2. 从时钟屏幕，向上滑动四次，直至您看到距离图标。 

http://www.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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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时钟下方的屏幕顺序根据所设目标而变化。 

 

您可看到截至当前日期的距离。 

注意：每天午夜，您的每日目标进度将重设为零。 

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中查看您的距离 

1. 在活动屏幕上，点按今天。 

2. 在日期下，向左滑动。 

3. 点按距离。 

您还可查看一周、一个月或一年的距离。 

在 MySports 网站上查看您的距离 

1. 访问 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2. 单击所有运动并选择活动追踪。 

3. 单击全部并选择日期。 

4. 在页面底部，选择距离。 

您还可查看一周、一个月或一年的活动时间。 

 

追踪睡眠 

关于睡眠追踪 

您可以使用 TomTom Touch 追踪睡眠情况。下面是您可以执行的操作： 

 追踪您每日、每周、每月或每年睡了多长时间。 

 您可以将睡眠追踪指标上传到 TomTom MySports 网站和 TomTom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您的健康手环可根据运动测量睡眠情况，它会假定，当您在下午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移动时，即表示

您已入睡。  

白天在下午 4:00 (16:00) 时“重设”，从此时开始，您的健康手环会开始统计新的“夜晚”。 

http://www.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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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睡眠 

要追踪睡眠，您需要戴着 TomTom Touch 睡觉。要查看前一夜的睡眠时长，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通过按下按钮唤醒您的 TomTom Touch。 

2. 从时钟屏幕，向上滑动五次，直至您看到睡眠图标。 

提示：时钟下方的屏幕顺序根据所设目标而变化。 

 

您可以查看前一天晚上的睡眠时长。 

注意：每天午夜，您的每日目标进度将重设为零。 

要打开或关闭睡眠追踪，请参阅：睡眠追踪。 

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看睡眠活动 

1. 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点按进度。 

2. 点按睡眠面板。 

3. 滑动以在显示当天睡眠时间与昨天睡眠时间的图形之间移动。 

4. 点按天、周、月或年以显示该时间段的睡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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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可用于所有运动活动。此启停模式可捕获时间、心率以及基于心率所消耗的卡路里。您可将此

模式用于所有运动，游泳和水上运动除外。  

您还可以通过 MySports 应用程序或 MySports 网站追踪所有活动。 

注意：：您的 TomTom Touch 不具备 GPS，因此不可追踪距离。但可根据您的步数计算距离。 

重要说明：游泳时不可佩戴 TomTom Touch。 

1. 要在运动模式中开始活动，滑动时钟上方的一个屏幕，您将看到锻炼图标。 

 

2. 轻触按钮开始记录活动。 

振动表示确认已开始记录活动。 

3. 记录活动的同时，按一次按钮唤醒屏幕，然后滑动查看活动时间、所耗卡路里以及心率。  

4. 要停止记录活动，按一次按钮唤醒屏幕，再按一次直到出现振动。 

提示：锻炼之后，您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您的活动。 

 

关于卡路里估算 

将根据您的性别、体重以及锻炼强度和持续时间估算卡路里。 

对于运动模式，心率用于估算卡路里。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的卡路里计算基于 Ainsworth BE、Haskell WL、Herrmann SD、

Meckes N、Bassett Jr DR、Tudor-Locke C、Greer JL、Vezina J、Whitt-Glover MC、Leon AS 的 MET 

表格。2011 年体育活动纲要：代码和 MET 值的第二次更新。运动与锻炼中的医学与科学，

2011;43(8):1575-1581。 

运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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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标 

您可以使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或 MySports 网站设定每日目标、运动目标和身体目标。MySports 

应用程序的各个组成部分描述如下，但其中与 MySports 网站有许多相似之处。 

重要说明：新目标或对现有目标的更改将在您下次将 TomTom Touch 连接至 MySports 应用程序或 

MySports Connect 时与其同步。 

 

1. 移动设备状态 - 与 TomTom Touch 同步后此图标将变为蓝色。 

2. 每周目标图标 - 点按每周目标图标以查看每周进度图。 

3. 每周目标指标 - 显示底层列示的目标指标。 

4. 身体脂肪目标 - 根据您最后的身体成分读数，联系您所设定的目标显示您当前的身体脂肪。 

5. 先前的活动 - 先前的活动包括距离和持续时间指标。 

6. 每日目标指标图标 - 点按每日目标图标以查看每日进度图。您的目标指标也列示在底层。 

7. 紫线 - 表示您已超越目标。当您超越所设目标时，紫线将覆盖绿线。 

8. 绿线 - 表示您已完成部分目标。 

9. 菜单 - 点按查看下拉主菜单。 
 

设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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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活动追踪目标 

注意：您无法直接在 TomTom Touch 上设定目标，需要使用 MySports 应用程序或 MySports 网站

完成此操作。 

已为您自动预设步数为 10,000 的活动追踪目标。设置 TomTom Touch 时，您也将看到设置活动追踪

目标的邀请。 

要更改或设置当日的活动追踪目标，请在 MySports 中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菜单中，点按目标。 

您将在屏幕顶部看到所设定的步数目标以及供您添加运动目标或身体目标的加号标志。 

2. 点按步数目标下方的铅笔图标。 

3. 从以下内容选择您想要更改的指标：步数、距离、持续时间或能量。在此示例中，我们选择的是步

数，该项指标已高亮显示。 

4. 向下滚动更改步数。 

5. 点按完成。 

6. 或者，点按禁用目标将目标关闭。 

提示：您还可以在 MySports 网站上设定目标。 

注意：每天午夜，您的活动追踪目标将重设为零。 

重要说明：新目标或对现有目标的更改将在您下次连接 TomTom Touch 时与其同步。 
 

设定运动目标 

注意：您无法直接在 TomTom Touch 上设定目标，需要使用 MySports 应用程序或 MySports 网站

完成此操作。 

运动模式可用于所有运动活动。此启停模式可捕获时间、心率以及基于心率所消耗的卡路里。您可将此

模式用于所有运动，游泳和水上运动除外。  

要设定运动目标，请在 MySports 应用程序中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菜单中，点按目标。 

您将在屏幕顶部看到所设定的步数目标以及供您添加运动目标或身体目标的加号标志。 

2. 向下滚动并点按加号标志添加运动目标。 

3. 从以下范围中选择一种活动：跑步、骑行、跑步机等。在此示例中，我们选择的是跑步，该选项已

高亮显示。 

4. 向下滑动并点按每项活动的指标、时间段和目标组合： 

 活动 - 设定您计划要在一周或一个月内完成该活动的次数。 

 距离 - 设定您计划要在一周或一个月内完成的距离。 

 持续时间 - 设定您计划要在一周或一个月内执行该活动的时间。 

5. 完成后，向下滚动并点按完成。 

提示：您还可以在 MySports 网站上设定目标。 

重要说明：新目标或对现有目标的更改将在您下次连接 TomTom Touch 时与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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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模式概述和静息心率图示例 

      

 
 

设定身体目标 

注意：您无法直接在 TomTom Touch 上设定目标，需要使用 MySports 应用程序或 MySports 网站

完成此操作。 

要追踪您的进度，可以使用 MySports 设定您的身体目标。您可以设定身体脂肪/肌肉百分比目标或体重

目标。 

要设定身体目标，请在 MySports 应用程序中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菜单中，点按目标。 

您将在屏幕顶部看到所设定的步数目标以及供您添加运动目标或身体目标的加号标志。 

2. 向下滚动并点按加号标志添加身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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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您的指标：体重、身体脂肪或肌肉。在此示例中，我们选择的是体重。 

 

4. 向下滑动并设定您的目标体重。 

提示：您可以在 MySports 应用程序或网站的个人资料中更改您的体重单位。 

5. 完成后，向下滚动并点按完成。 

提示：您还可以在 MySports 网站上设定目标。 

重要说明：新目标或对现有目标的更改将在您下次连接 TomTom Touch 时与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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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身体成分 

身体成分测量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身体成分功能通过向您的身体发送一股微小的无害电流而发挥作用。相对脂肪而言，电流更容易通过肌

肉，因此通过测量不同频率的电流量，可以计算身体脂肪和肌肉百分比的估算值。您身体的其他组成部

分被归为“其他”类别，例如水分或骨头。您身体的脂肪、肌肉和“其他”成分结果总和为 100%。 

您的身体成分测量结果存储在 TomTom Touch 中，之后传输至 MySports 应用程序和 MySports 网站，

您可在其中的步数、卡路里、距离和活动时间指标旁查看该结果。这意味着您可在同一位置追踪锻炼力

度和结果。 

为何测量身体成分？ 

测量身体成分可为您提供更多相关结果，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测量体重或计算您的 BMI（体质指数）。由

于肌肉比脂肪重，因此您的体重通过力量锻炼会有所增加，但您看起来会较瘦。通过测量一段时间内的

身体成分，您将能够看到自身肌肉和脂肪百分比有所提升还是下降，并且能够精确了解身体的变化。  

测量的准确性 

观看身体成分测量结果时，重要的是了解其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锻炼、饮食和水合水平等许多因素都

会影响单一的测量结果，从而导致每日的波动。您可以在 MySports 应用程序和 MySports 网站上查看

脂肪和肌肉百分比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  

我们建议您遵循测量身体成分中的步骤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测量身体成分。 
 

测量身体成分 

重要说明：进行身体成分测量时，通过 TomTom Touch 进行测量，但结果将仅显示在手机的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中或 MySports 网站上。 

要获取精确的测量结果，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执行测量操作之前，至少佩戴健身手环 15 分钟。  

提示：15 分钟能使您手腕的电极获取皮肤温度，从而得到准确的结果。 

重要说明：要获取精确的结果，请在每天同一时间获取身体成分测量读数。 

2. 通过按下按钮唤醒您的 TomTom Touch。 

3. 滑动至健身手环时钟屏幕上方的两个屏幕，您可在其中看到百分比标记。 

身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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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臂请勿触碰身体侧面，并且请勿交叉触碰两只手和手腕。这会导致电流采取较短的路径，造成结

果不准确。 

 

5. 用食指尖按住按钮约 10 秒钟，直到屏幕上出现一个对勾。  

6. 确保用指尖覆盖整个按钮，并且您的手指要与健康手环显示屏形成一条直线。 

 

提示：如果屏幕上显示叉号而非对勾，请尝试在手腕电极的正下方和食指尖涂抹少量水分。 



34 
 
 

 

7. 转至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查看身体成分测量结果和目标进度： 

 

点按菜单图标，然后点按活动中的进度 > 过滤按钮 > 身体，或通过单击选择一个身体脂肪目标。

您可以查看身体脂肪和肌肉百分比及其随着时间推移的趋势。 

测量身体成分的提示 

 如果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进行测量，则测量的整体趋势会更加准确。 

 进行测量的最佳时间是早晨去过卫生间之后但在吃饭、喝水、洗澡或锻炼之前。  

 对于经期的女人而言，测量结果准确性欠佳，因为经期通常会影响体内的液体平衡。  

 怀孕期间或体内有较大的金属植入物（例如手术结果导致）时无法准确测量身体成分。 
 

您的最佳身体成分 

因为最佳身体成分会因人而产生巨大差异，因此我们无法为您提供精确的估算值。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旨在帮助您随时更深入地了解自身的健康和身体变化。为了实现这一

目的，我们为您提供一个图形，显示选定时间范围内身体成分数量的变化情况。您可以在 MySports 网

站和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的进度选项卡中查看此图形。 

您也可以设定身体目标，如通过在网站或应用程序中选择目标来设置一定的体重或脂肪百分比。目标设

定之后，您可在其他活动数据旁边查看此目标进度。  

如果您需要获取有关身体成分的针对性建议，我们建议您咨询执业私人教练或医疗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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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美国运动医学院发表的文章 - 测量和评估身体成分以及其他在线资源中了解有关身体成分的更多

信息。 
 

安全性和身体成分 

利用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执行身体成分测量时通过全身的电流是完全无害的。但是，如果

您是一位孕妇，植入了心脏起搏器或其他内部医疗设备，则必须在使用前咨询您的医生。  

重要说明：怀孕期间或体内有较大的金属植入物（例如手术结果导致）时无法准确测量身体成分。 
 

文章 - 测量和评估身体成分 

该文章已从美国运动医学院网站全部复制：  

http://www.acsm.org/public-information/articles/2012/01/12/measuring-and-evaluating-body-com
position 

测量和评估身体成分 

2012 年 1 月 11 日 

作者：Tiffany Esmat 博士 

体重计上的数字真正意味着什么？就整体健康状况而言，体重没有构成该重量的成分重要。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成分，而非追踪体重。踏上体重计仅仅能告知我们所有身体组织的总重量。

该重量可能根据一天的时间点、水合状态或所穿衣物而有所波动。与此相反，身体成分则揭示了体内脂

肪和瘦体重的相对比例。脂肪量包括两种类型：必需脂肪和非必需脂肪。身体成分的第二组分瘦体重是
指骨头、组织、器官和肌肉。 

必需脂肪是正常生理功能所需的脂肪量的最小值。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必需脂肪值通常分别视为 3% 

和 12%。高于最小量以上的脂肪被称为非必需脂肪。通常男性 10-22% 及女性 20-32% 的脂肪值被视为
有益于健康的脂肪含量。 

建议范围内的身体成分表明您罹患肥胖相关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甚至某些癌症）的风险较小。此外
，虽然我们身体成分过高时面临风险，但身体成分过低同样也面临着其他的风险。当必需脂肪低于最小
建议水平时，会对维他命至器官的传输、生殖系统的功能以及整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您如何能够决定自身的身体成分？身体成分可以通过多种技术进行估算，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仅需一个
计算器或卷尺即可在临床或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现场高级测试。探索肥胖水平的通用方法包括体质指数 

(BMI)、腰围、皮褶厚度、生物电阻抗分析和 BOD POD。 

无法评估身体脂肪百分比但比较有用的两种技术是体质指数 (BMI) 和腰围。体质指数用于相对身高评估

体重，计算方法是体重的公斤数 (kg) 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 (kg m-2)。BMI 大于或等于 25 被归为超重

，大于或等于 30 被归为肥胖。虽然 BMI 可以让个人意识到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风险有所提高，但它却
无法区分体重的构成。腰围的测量可以反映出该位置的脂肪过多，让人们意识到肥胖相关的疾病风险有
所提高。腰围可以在轻松站立时，通过将布卷尺围绕腰围的最细部分进行测量。男性的腰围应小于或等

于 40 英寸，女性的腰围应小于或等于 35 英寸。男性肥胖，归类为位于躯干区域的体重超重，个体罹

患高血压、代谢综合征、2 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和过早死亡的风险较高。 

http://www.acsm.org/public-information/articles/2012/01/12/measuring-and-evaluating-body-composition
http://www.acsm.org/public-information/articles/2012/01/12/measuring-and-evaluating-body-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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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脂肪百分比可通过多种技术估算，其中一些比较简单，而另一些较为复杂。该文章描述了三种常见

技术：皮褶厚度测量、BOD POD 测量和生物电阻抗分析 (BIA)。通过使用卡尺测量身体不同位置的皮褶
厚度可以估算身体脂肪的百分比。然后，转化各个位置所测皮褶厚度的总和，用以计算身体脂肪百分比
。该技术相当快速，并且比较准确。但是，找到一位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执行测量操作比较重要。如果

测量操作不正确或所用公式错误，可导致结果出错。评估身体成分的一种全新“高科技”方法是 BOD 

POD。这些玻璃纤维装置设计用于测量身体重量和体积（即身体的总尺寸）。因为脂肪比瘦肉组织的密度
小，重量与体积比可用于预测身体脂肪百分比。另一个健身设施中的常用技术为生物电阻抗分析。此技
术的原理是脂肪包含少量水分；身体的大部分水分存在于瘦肉部分。因此，当电流遇到脂肪时，阻力更
大。通过测量电流通过身体的容易程度，可以估算身体脂肪。 

通过以上任意技术计算身体脂肪百分比最好由训练有素的健康和健身专业人士完成。这些任意不仅能够
进行准确的评估，而且还能就结果向您进行解释说明。与您当地的健身机构进行核实，了解您可以使用
的方法有哪些。 

您可对结果采取哪些措施？您的身体成分评估可用于确认风险、个性化锻炼计划或评估您当前的锻炼和
营养方案适合您的程度。如果您发现自己处于健康范围之内，请继续锻炼和饮食行为。如果您发现自己
的身体成分尚有提升空间，请深入了解对您当前的活动和饮食水平进行积极改进所能采取的措施。而不
仅仅使用体重计对身体成分进行评估。请记住，体重计的读数有可能保持不变，但脂肪量和瘦体重可能
发生变化。身体成分的变化需要时间和针对性的锻炼，但其对健康和生活品质的正面影响值得努力付出
。参与定期锻炼和体育活动，外加健康均衡的饮食对于达到和保持健康的身体成分至关重要。 
 

ACE 身体成分百分比图 

此身体脂肪百分比图源自美国运动协会。  

注意：此表提供一般的估算和指导方针。请咨询您的医生，获取适合您的指导方针。 

完美的身体脂肪百分比图（美国运动协会） 

描述 男性 女性 

必需脂肪 
 

2-5% 10-13% 

运动员 
 

6-13% 14-20% 

健身 
 

14-17% 21-24% 

平均 
 

18-24% 25-31% 

肥胖者 
 

2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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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来电通知 

呼叫通知 

接听呼叫时，您的 TomTom Touch 将发生振动，并出现呼叫图标，表示您有一通呼叫。您可向下滑动

消除图标或忽略它。 

 

短信 (SMS) 通知 

接收 SMS 短信时，您的 TomTom Touch 将发生振动，并出现短信图标，显示您有一则短信。您可向下

滑动消除图标或忽略它。 

 

来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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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置 

TomTom Touch 的所有设置均使用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或在 MySports 网站上设置。 

您的 TomTom Touch 可进行以下设置： 

 全天心率 

 来电通知 

 个人资料 

 偏好设置 

 心率区间 
 

全天心率 

要打开或关闭全天心率监测，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您移动手机上的 MySports 应用程序。 

2. 点按设备。 

3. 移动全天心率所对应的滑块。 

提示：未使用全天心率监测时将其关闭以延长电池时间。  

请参阅：追踪您的心率 
 

来电通知 

要打开或关闭来电通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您移动手机上的 MySports 应用程序。 

2. 点按设备。 

3. 移动来电通知滑块。 

请参阅：接收来电通知 
 

个人资料 

需要使用 MySports 应用程序或在 MySports 网站上设置您的个人资料。每次连接至 MySports，您的个

人资料均会发送至 TomTom Touch。 

选择下列选项以在每种情况下设置您的详细信息： 

 名称 

 性别 

 出生日期 

 身高 

 体重 

个人资料中的信息用于以下用途：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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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使您的 TomTom Touch 能够计算您的年龄，然后可使用年龄估算您的最大心率。 

 要更加准确地计算卡路里，需要使用体重和性别信息。 

 要获取您的身体成分，需要考虑性别、身高、体重和年龄。 

重要说明：您的 TomTom Touch 已链接至个人资料。如果您让其他人使用您的设备进行身体成分测量

，则他们所测结果可能出错或者不准确，因为该结果是使用您的个人资料详情（性别、身高、体重和年

龄）计算得来。 
 

偏好设置 

可通过以下方式访问您可更改的一组偏好设置： 

MySports 网站  

单击您的姓名（右上角）> 设置 > 偏好设置选项卡。 

MySports 应用程序 

点按菜单图标 > 帐户 > 个人资料 > 偏好设置。 

您可以设置以下设置： 

 日期显示 

 时间显示 

 重量单位 

 距离单位 

 能量单位 
 

心率区间 

您可以在 MySports 网站上更改心率区间范围。 

单击您的姓名（右上角）> 设置 > 心率区间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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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MySports 帐户有别于 TomTom 或 MyDrive 帐户。这三者之间毫无关联。多台设备可关联一

个 MySports 帐户。 

TomTom MySports 帐户是所有训练和健身信息的中央存储位置。  

要创建帐户，请单击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中的按钮，或者直接访问以下网站：
mysports.tomtom.com 

如您在下图中所看到的一样，您可以使用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或 TomTom MySports 应用程序

，将活动传送到 MySports 帐户。 

如果您将活动传送到 TomTom MySports 帐户，您便可以存储、分析和查看先前的活动。您可查看与您

的活动关联的所有指标。 
 

TomTom MySports 帐户 

http://mysports.tom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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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Tom MySports Connect 可执行以下操作： 

 利用您的 MySports 帐户注册 TomTom Touch。 

 当有新版本可用时，更新 TomTom Touch 上的软件。 

 将活动信息上传至您的 MySports 帐户。 

注意：TomTom MySports Connect 应用程序完全不同于 MyDrive 应用程序。  

安装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有关说明，请参见：下载 MySports Connect。 

计算机兼容性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与以下操作系统兼容： 

Windows 

 Windows 10 

 Windows 8 - PC 版本 

 Windows 7 

 Windows Vista 

Mac OS X： 

 10.11 (El Capitan) 

 10.10 (Yosemite) 

 10.9 (Mavericks) 

 10.8 (Mountain Lion) 

 10.7 (Lion)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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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使您能够上传和分析活动并在运动过程中查看您的统计数据。 

TomTom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与您的 TomTom Touch 同步后，活动信息将自动传输至您的 TomTom MySports 帐户。 

 提供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的替代方案，用于将活动信息传送到 MySports 帐户。 

受支持的电话和移动设备 

iOS 

TomTom MySports 应用程序在下列电话和移动设备上受支持： 

 iPhone 4S 或更新版本 

 iPod touch 第 5 代 

 iPad3 或更新版本 

 所有 iPad mini。 

Android 

TomTom MySports 应用程序需要 Bluetooth Smart（或 Bluetooth LE）及 Android 4.4 或更高版本才能

与健康手环通讯。经测试，一系列启用 Bluetooth Smart 的 Android 设备与 MySports 应用程序兼容。

请访问 Google Play 商店查看您的手机是否兼容.MySports 应用程序。 

重要说明：Google Play 商店在中国地区不可访问，我们的应用程序均发布在豌豆荚商店。  

安装 TomTom MySports 应用程序 

请参阅：获取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TomTom MySports 手机应用程序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omtom.mysports
http://www.wandoujia.com/apps/com.tomtom.my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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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MySports 帐户的“社交分享”功能分享您的 MySports 活动。 

要开始分享，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 MySports。  

2. 从 MySports 仪表板选择一个活动。 

3. 单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4. 例如，选择 Facebook 或 Twitter 并添加评论以个性化编辑您的帖子。 

分享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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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及使用指南 

使用说明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追踪身体成分（体内脂肪和肌肉含量），监测心率，记录步数、消耗的

卡路里、行走的距离、活动时间和睡眠时间。这些功能有助您保持积极的生活方式。 

警告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不是医疗设备，请勿用于诊断或治疗。怀孕或有使用起搏器或其他内

部医疗设备时，请勿使用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在下列情况下，无法正确测量生物电阻：例如怀孕或体内有金属物体时，锻炼后、洗澡或游泳后立即测

量。不要让手环电极接触电流。 

提供的数据是对您身体成分的近似估算值；可能出现波动。请在每天的同一时刻、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测量，并且遵守包装盒及常见问题解答中的指示。 

开始运动计划之前，请务必咨询医师。此心率监测器不是医疗设备，请勿用于诊断或治疗。  

外部信号干扰、与手腕接触不良及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心率数据读取或传送不准确。对于此类不准确性导

致的任何问题，TomTom 不承担任何责任。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在中国制造。 

这不是玩具。本产品及配件含有小零件，可能引发窒息危险。勿让儿童玩耍。如果不慎吞咽电池，请立

即寻求医疗救助。 
 

TomTom 如何使用您的信息。 

有关个人信息使用的说明，请访问: 

tomtom.com/privacy。 
 

电池和环境信息 

本产品使用锂聚合物电池，用户无法接触或更换电池。请勿打开盖子或（尝试）卸除电池。如果处理不

当，本产品中的物质和/或电池可能会危害环境或您的健康。必须按照当地法律和法规采用适当方式回

收或处置产品中包含的电池，且以上过程必须与生活垃圾分开进行。 

 

 

附录 

http://www.tomtom.com/privacy


45 
 
 

 

WEEE 指令 

本产品或其包装上的垃圾桶符号表示本产品不能当作生活垃圾处理。根据欧盟指令 2012/19/EU 关于废

弃电子电气设备 (WEEE) 的规定，本电子产品不能当作未分类的城市垃圾处理。在处理本产品时，请将

其送回销售点或当地城市收集站进行回收。这样有助于保护环境。 

 

 

电池工作温度 

工作温度：-20°C (-4°F) 至 45°C (113°F)。  

 
 

R&TTE 指令 

TomTom 特此声明，TomTom 产品及配件符合欧盟指令 1999/5/EC 的基本要求和其他相关规定。此符

合性声明可在以下位置找到：www.tomtom.com/legal。 

 
 

FCC 讯息供用户查阅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干扰说明 

该设备符合 FCC 法规第 15 部分规定。操作时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本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且 (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根据 FCC 条例第 15 部分，该设备已通过测试且符合 B 类数字产品的限制要求。这些限制旨在为该设

备在居住区域安装过程中出现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防护。该设备可产生、利用和发射射频能量。如果未

按指示安装或使用，可能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然而，不能保证某一次特定的安装过程中不会出

现干扰。如果该设备确实对无线电通讯和电视信号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和启动机器来确认

），鼓励用户按以下一种方式矫正干扰： 

- 重新定向或定位接收天线。 

- 增大设备和接收器之间距离。 

- 设备与接收器不要使用同一电路出口 

进行连接。 

- 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或电视技术员求助。 

FCC ID：S4L1AT00 

IC：5767A-1AT00 

FCC 警告 

未得到负责合规性管理方明确批准的任何改变或修订将导致用户操作该设备的权限失效。 

http://www.tomtom.com/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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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器不得与其他任何天线或发射器置于同一处或联合操作。 

辐射暴露声明 

产品符合 FCC 针对不受控制的环境规定的可携式射频暴露限制，对于本手册中所述的意向操作是安全

的。如果产品尽可能远离用户身体或将设备设置为较低的输出功率（如果提供此类功能），则可以实现

进一步降低射频暴露。 

 
 

北美洲责任方 

TomTom, Inc., 2400 District Avenue, Burlington, MA 01803 

电话：866 486-6866 转 1 (1-866-4-TomTom) 
 

加拿大辐射信息 

操作可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进行： 

 该设备可能不会造成干扰。 

 该设备必须接收受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造成非正常工作的干扰。 

该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时进行操作。 

B 类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 ICES-003 规定。CAN ICES-3(B)/NMB-3(B) 

对于在美国或加拿大销售的产品，将会禁用“国家/地区代码选择”功能。 

设备已通过认证，符合针对 2.4-GHz 的 RSS-247 要求。 

 

加拿大工业部声明：（英语和法语版） 

本设备符合 ISED 的免证书 RSS。操作时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本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且 (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 ISED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1) le dispositif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préjudiciable, et (2) ce dispositif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eçu, y 
compris un brouillage susceptible de provoquer un fonctionnement indésirable.  

辐射暴露声明： 

产品符合加拿大针对不受控制的环境规定的可携式射频暴露限制，对于本手册中所述的意向操作是安全

的。如果产品尽可能远离用户身体或将设备设置为较低的输出功率（如果提供此类功能），则可以实现

进一步降低射频暴露。 

Déclaration d'exposition aux radiations: 

Le produit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xposition pour les appareils portables RF pour les Etats-Unis 
et le Canada établi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non contrôlé. 

Le produit est sûr pour un fonctionnement tel que décrit dans ce manuel.La réduction aux 
expositions RF peut être augmentée si l'appareil peut être conservé aussi loin que possible du corps 
de l'utilisateur ou que le dispositif est réglé sur la puissance de sortie la plus faible si une telle 
fonction est dispon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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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符合标记 

  

该产品显示法规符合标记 (RCM)，表示它符合澳大利亚的相关法规。 
 

新西兰声明 

该产品显示 R-NZ，表示它符合新西兰的相关法规。 
 

客户支持联系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1300 135 604 

新西兰：0800 450 973 
 

型号名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1AT00 
 

中国认证 

CMIIT ID / 2016DJ4417 
 

IDA 标准（新加坡） 

 

 

Triman 徽标 

 

 

BF 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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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认证 

   

R-201-160508 

 
 

日本回收信息 

 

 
 

韩国认证 

MSIP-CMM-NSW-1AT00 

 

해당 무선설비는 운용 중 전파혼신 가능성이 있음  

해당 무선설비는 전파혼신 가능성이 있으므로 인명안전과 관련된 서비스는 할 수 없음 

B급 기기 

(가정용 방송통신기자재) 

이 기기는 가정용(B급) 전자파적합기기로서 주로 가정에서 사용하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하며, 모든 

지역에서 사용할 수 있습니다. 
 

注意事项（土耳其） 

制造商详细联系信息（土耳其） 

TomTom International B.V., De Ruyterkade 154, 1011 AC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电话：+31 

(0)20 757 5000 

使用、维护和维修（土耳其） 

请参阅 tomtom.com/support 上的在线《用户手册》，了解设备使用详情。 

如果您经常使用手环，建议您每星期清洁一次。  

 必要时，可使用湿布擦拭手环。使用温和的肥皂去除油脂和污垢。 

 不要让手环接触到汽油、清洁溶剂、丙酮、酒精或杀虫剂等烈性化学品。这些化学品会损坏密

封、外壳和漆面。 

http://www.tomtom.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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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使用温和的肥皂和清水清洁心率传感器和连接板。 

 不要刮擦心率传感器区域。应保护好它，避免损坏。 

投诉（土耳其） 

如欲对本设备进行投诉，请致电客户支持：212 356 9707。或请查阅 

http://tr.support.tomtom.com/app/contact 

您还有权向消费者法庭 (Tüketici Mahkemesi) 和消费者问题终裁委员会 (Tüketici Sorunları Hakem 

Heyeti) 投诉和递交召回申请 

产品寿命（土耳其） 

根据 2014 年 6 月 13 日颁布的 29029 号《售后服务法》规定，产品寿命最少 5 年。 

选择权（土耳其） 

作为一名消费者，您的选择权受到《消费者保护法》(Tüketicinin Korunması Hakkında Kanun) 第 11 条

保护。 

安全注意事项（土耳其） 

请参阅本附录的“警告”章节。 

节能（土耳其） 

当您使用随附的微型 USB 线缆将手环连接到壁式充电器或计算机时，会对手环中的电池进行充电。电

量不足或即将耗尽时，会发出预警。电池使用时间受手环功能使用的频度影响，例如心率测量、身体成

分测量和收到的来电通知次数。  

运输和处置信息（土耳其） 

在运输过程中，应小心处置 TomTom 健身手环。这表示要留意运输箱或托盘张贴的全部运输标签和警

告。手环应采用原始包装运输，不应再包装。您应使用适当的起重设备来移动设备，务必遵守全部人工

处置培训规则。谨防手环掉落。不要在极端温度或潮湿存放条件下存放手环。 

 
 

TomTom 健身手环技术规格（土耳其） 

 

 

电池使用时间 
 

活动追踪：最多 5 天  

显示屏分辨率 
 

128 x 32 像素  

显示屏尺寸 
 

5.58x22.38mm  

厚度 
 

11.5 mm  

重量 
 

10 g  

手腕尺寸 
 

121 - 169 mm（小号） 140 - 206 mm（大号） 

 
 

授权服务站（土耳其） 

重要注意事项：必须在联系客户支持部获取 RMA 号码和指示后，方可将设备移交服务站。 

http://tr.support.tomtom.com/app/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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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ersis 

Tatlısu Mahallesi. 

Şenol Güneş Bulvarı. 

Mira Tower.No:2 Zemin Kat D:2 

P.K 34774 

Ümraniye / İstanbul 
 

符合性声明 (1) 

                                                                                                       

符合性声明 

我们 TomTom International BV 

(De Ruijterkade 154 

1011 DK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在独自担责的情况下声明： 

产品名称： 
 

TomTom Touch 健身手环 

商标： 
 

TomTom 

型号： 
 

1TA00 

附件（USB 线缆）： 
 

4AT00 

本声明涉及的内容符合相应标准： 

EN 60950-1:2006+A11:2009+A1:2010+A12+2011+A2:2013  

EN 301  489-1  V1.9.2:2011  

EN 301  489-17  V2.2.1:2012 

EN 300  328 V1.9.1:2015  

EN 62479: 2010 

遵循 R&TTE 指令 1999/5/EC 的规定以及包括 EMC 指令 2004/108/EC 和 LV 指令 2006/95/EC 在内

的要求。  

标有  的产品  

由制造商或为制造商签名：   

姓名（手写）：   Clement Magniez 

职位：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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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和签发日期：阿姆斯特丹 2016 年 8 月 16 日 
 

符合性声明 (2) 

                                                                                                       

符合性声明 

 

我们 TomTom International BV 

(De Ruijterkade 154, 1011 AC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美国地址：TomTom Inc., 2400 District Avenue,                                             Burlington, MA-1803 (1-866-4-TomTom)）  

在独自担责的情况下声明： 

产品名称： 
 

TomTom Touch 健身手环 

商标： 
 

TomTom 

型号： 
 

1TA00 

配件: 
 

USB 线缆（型号：4AT00） 

本声明涉及的内容符合相应标准： 

ANSI C63.4 

FCC 47 CFR 第 15 部分，子部分 B 

补充信息： 

该设备符合 FCC 法规第 15 部分规定。操作可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进行： 

1) 该设备不能造成有害干扰，并且 

2) 该设备必须能够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造成非正常工作的干扰。 

  

由制造商或为制造商签名：   

姓名（手写）：   Clement Magniez 

职位：项目经理 

地点和签发日期：阿姆斯特丹 2016 年 8 月 23 日 
 

符合性声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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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声明 

我们 TomTom International BV 

(De Ruijterkade 154 

1011 AC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在独自担责的情况下声明我们产品以及结合我们的附件使用时： 

产品名称： 
 

TomTom Touch 健身手环 

商标： 
 

TomTom 

型号： 
 

1TA00 

配件: 
 

USB 线缆（型号：4AT00） 

本声明涉及的内容符合以下规格： 

ICES-003 

补充信息： 

该设备符合 ICES-003 加拿大规定。操作可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进行： 

1) 该设备不能造成有害干扰，并且 

2) 该设备必须能够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造成非正常工作的干扰。 

  

由制造商或为制造商签名：   

姓名（手写）：   Clement Magniez 

职位：项目经理 

地点和签发日期：阿姆斯特丹 2016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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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TomTom.保留所有权利。TomTom 和“双手”徽标是 TomTom N.V. 或其分公司之一的商标或注

册商标。如欲了解适用于此产品的有限保修与最终用户许可协议，请参阅 tomtom.com/legal。 

Linotype、Frutiger 以及 Univers 是 Linotype GmbH 在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的注册商标，可在某些其他

行政辖区进行注册。 

MHei 是蒙纳公司的商标，可在某些行政辖区进行注册。 

AES 代码 

本产品中的软件包含受 Copyright (c) 1998-2008, Brian Gladman, Worcester, UK. 保护的 AES 代码。

保留所有权利。 

许可证条款： 

只要遵守下列条件，就允许再分发和使用本软件（经过或不经过更改），而不必支付费用或版税： 

源代码分发包须包括上述版权声明、本条件列表以及下面的免责声明。 

二进制代码分发包须将上述版权声明、本条件列表以及下面的免责声明包括在其文档中。 

若没有特定书面允许，不得使用版权拥有者的名称来背书使用本软件打造的产品。 

卡路里计算 

本产品中的卡路里计算基于来自以下来源的 MET 值： 

Ainsworth BE, Haskell WL, Herrmann SD, Meckes N, Bassett Jr DR, Tudor-Locke C, Greer JL, Vezina 

J, Whitt-Glover MC, Leon AS.2011 年体育活动纲要：代码和 MET 值的第二次更新。 运动与锻炼中的

医学与科学，2011;43(8):1575-1581。 

 

版权通知 

http://www.tomtom.com/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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