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將胸帶上的電極位置弄濕。
2.將胸帶繞胸一圈並扣好，調整胸
帶位置直至佩戴舒適。
3.安裝傳感器。
訓練過後，摘下傳感器，用清
水沖洗胸帶以保持乾淨。

配對心率傳感器
首次訓練之前，您需要將心率傳感器與 A300 進行配對。佩戴
心率傳感器，按下 START（開始）按鈕，把您的 A300 靠近傳
感器。

START（開始）及停止 TRAINING（訓練）
按下 START（開始）按鈕並選擇您的運動項目*。準備好之後，
再次按下 START（開始）按鈕。
按下 BACK（返回）按鈕暫停訓練。若要繼續訓練，請按 START
（開始）。 要停止訓練，在長按 BACK（返回）按鈕三秒直至
顯示Recording ended（記錄已結束）。
* 您可以從 Flow 網路服務中下載更多運動項目。

您的 A300 將帶給您更活躍和更加健康的生活。搭配 Polar Flow
網路服務以及移動應用程式，我們的產品將助您瞭解您的選擇以及
喜好如何影響您的健康。
Polar H7 心率傳感器*
使用 A300 並佩戴舒適的心率傳感器，從每日的運動中獲得更多收
穫。心率傳感器能夠在您游泳的時候監測您的心率。
* 若您在購買 A300 時未購買心率傳感器，無須擔心，您可以隨時
購買心率傳感器。
pOLAR FLOW 網路服務
追蹤您的成果，獲得訓練指導並查看詳細的活動與訓練成果分析。
所有這一切都將在 polar.com/flow 上提供。
pOLAR FLOW 應用程式
快速瀏覽您的活動和訓練。應用程式可將資料從您的 A300 無線
同步到 Polar Flow 網路服務中。請透過 App StoreSM 或 Google
PlayTM下載應用程式。
智能通知
在您的 A300 上獲取來自您手機有關來電、短信、日曆事件和應用
通知的提醒。將您的 A300 與 Flow 應用程式進行配對。在您的
A300 上設置智能通知，並為您手機上的每個應用程式定義通知設
置。請參見 support.polar.com/en/A300 以瞭解更多詳情。

技術規格

獲得產品支援

A300
電池類型
操作時間
防水性
材料

68 mAh 鋰聚合物電池
長達 26 天，包含全天候活動追蹤以及每天 1 小
時訓練監測
30 m
錶帶：矽膠、不鏽鋼；
設備：ABS 樹脂、玻璃纖維、 聚碳酸酯、
不鏽鋼、有機玻璃

support.polar.com/en/A300

敬請關注 Polar

Polar H7 心率傳感器
電池類型
電池密封環
防水性
傳感器材料
胸帶材料

CR2025
O 型環 20.0 x 0.90，材質：矽膠
30 m
ABS 樹脂
38% 聚酰胺、29% 聚氨酯、
20% 氨綸、13% 滌綸

twitter.com/
polarglobal

youtube.com/
polar

instagram.com/
polarglobal

App Store 為 Apple Inc 的服務標誌。
Google Play 為 Google Inc 商標。

若要更換心率傳感器電池：
1. 使用硬幣，將其逆時針轉動至 OPEN（開
啟），打開電池的蓋子。
2. 將電池 (CR 2025) 放入蓋子內部，正極
(+) 面靠著蓋子。確認密封環位於溝槽
中，以確保防水性。
3. 將蓋子壓回傳感器中。
4. 使用硬幣順時針轉動蓋子至 CLOSE（關
閉）。

facebook.com/
polarglobal

n

佩戴心率傳感器

不止於此

Ope

訓練

Cl o s e

製造商：
Polar Electro Oy
Professorintie 5
FI-90440 KEMPELE
電話：+358 8 5202 100
傳真：+358 8 5202 300
www.polar.com

與以下兼容：

Polar A300
新手指南
GymLink

為了安全考慮，請確保使用正確的電池。
17954531.02 CHNT 04/2016 WINLEE
17954538.02 BUNDLE CAN/APAC 04/2016 WINLEE

登入 flow.polar.com/start進行設定
繁體中文

設定您的 A300

錶帶

新的 A300 處於存儲模式，當您將其插入電腦進行設定時，A300 將被喚醒。若電池電量完全耗盡，喚醒 A300 可能需要幾分鐘時間。

請按以下步驟在 Polar Flow 網路服務中進行設定：

1.將錶帶從帶扣處脫離，將其從
設備上摘下。

1.登入 flow.polar.com/start 並安裝 FlowSync 軟體。
A

B

2.根據錶帶章節所描述的方式摘下錶帶。
3.將您的 A300 直接插入電腦 (A) 或使用 USB 線纜 (B) 進行
設定和充電。

為了獲得最精確的個人活動和訓練資料，在註冊網路服務時
請務必精確地輸入體格設定。在註冊時，您可以選擇語言並
獲得用於 A300 的最新固件。
設定完成後，您就能使用設備了。祝您愉快！

更詳細瞭解您的 A300

»» 按 UP（向上）按鈕或 DOWN（向下）按鈕瀏覽菜單。
»» 按 START（開始）按鈕確認您的選擇。
»» 使用 BACK（返回）按鈕進行返回、暫停或停止。

追蹤您的活動
一旦您完成 A300 的設定，它將自動開始全天候追蹤您
的活動。
您將得到一個個人的每日活動目標，可透過
填充活動棒來追蹤您的目標完成進度。您可
在時間視圖中查看活動棒。

1.

2.將錶帶維持在帶扣的位置。將
錶帶從帶扣一端穿入並從另一
端穿出。需要時將錶帶拉長。
3.將設備從錶帶上拉出。

4.然後我們將引導您完成 Flow 網路服務註冊以及為 A300 進
行個性化的設定。

瞭解您的 A300

A300 的 USB 傳感器位於錶帶內的設備中。您需要摘下錶帶才能
用電腦設定您的 A300、為電池充電或更換錶帶。

在Activity（活動）菜單中，您可詳細查看您今天到目前為止
的活動情況以及獲得如何達到目標的指導。
您可以在 Flow 應用程式或 Flow 網路服務中查看您的
活動資料詳情。同時您可以詳細瞭解您的身體的活動情
況以及該活動所帶來的健康益處。

2.

要配上錶帶，按相反的循序執行
上述步驟。

A300 可計算您的步數以及行走距離。

以及顯示您燃燒的卡路里。

您可從 support.polar.com/en/A300 下載完整的用戶手冊和最
新版本的指南。同時您還可看到一些很好的視頻輔導材料，供您
查看。

睡覺時佩戴可顯示您的睡眠時間和睡眠質素。您可以從
Flow 應用程式或 Flow 網路服務中查看睡眠資訊。

3.
使用竅門
»» 按住 UP（向上）按鈕更換錶面視圖。
»» 按住 LIGHT（燈光）鎖定按鈕。
»» 按住 BACK（返回）按鈕將資料同步到 Polar Flow 應用程式。
»» 訓練時，將您的 A300 靠近心率傳感器可顯示當前時間。

當您長時間不運動時，它是您的鞭策者，提醒您該運動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