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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定 Amazfit 體脂計

安裝 Zepp 應用程式

請在應用程式市集中搜尋「Zepp」，然後下載並安裝 Zepp App (以下簡稱 App)。

注意：

1. 為了獲得更好的使用體驗，請依提示及時將 App 升級至最新版本；

2. 系統需求為 Android 5.0 或 iOS 10.0 及以上版本。

綁定 Amazfit 體脂計

啟動 App，註冊或登入帳號，在「我的 - 

我的裝置」中新增並綁定體脂計；綁定體脂計並設定使用者資訊後，可以透過 App 

檢視稱重記錄或身體組成資訊。

注意：

1. 個人資料資訊會用於身體組成分析，為保障結果的正確性，請輸入準確的個人資訊。

設定體脂計的 Wi-Fi 網路

首次綁定後，請根據 App 提示設定體脂計的 Wi-

Fi，設定成功後，體脂計可以在夜間自動更新；並且無需即時連接至體脂計，就可以隨時

隨地自動接收身體資料。

注意：

1. 體脂計僅支援連接至 2.4GHz 類型的 Wi-Fi，不支援連接至 5GHz 類型的 Wi-Fi；

2. 如果您的路由器啟用了雙頻合一，有可能會因連接至 5GHz Wi-Fi 

而導致設定失敗，請先關閉路由器的雙頻合一功能。

3. 如果您變更了 Wi-Fi 密碼、名稱或網路供應商等資訊，則需要重新開啟 APP 

並進入「我的 - 我的裝置 - Amazfit 體脂計」來重新設定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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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 Amazfit 體脂計

變更顯示順序

Amazfit 

體脂計提供了自訂設定螢幕顯示功能，您可以自由設定除了體重和體重趨勢以外資料的顯

示與否及顯示順序，例如，若想先顯示心率資料，請透過以下步驟進行設定：

1. 輕踩體脂計以開啟螢幕，手機靠近體脂計並開啟 App，確保 App 已連接至體脂計；

2. 開啟「我的 - 我的裝置 - Amazfit 體脂計 - 顯示設定」；

3. 根據您想要顯示的資料項和顯示順序進行調整後，點一下「儲存」即可。

注意：

1) Amazfit 體脂計最多只能顯示 8 項身體組成資料。

變更體重單位

Amazfit 體脂計提供四種體重單位供您選擇：公斤 (kg)、斤、磅 (lb) 和英石 

(st)，若要變更 Amazfit 體脂計上的單位，請透過以下步驟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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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輕踩體脂計以開啟螢幕，手機靠近體脂計並開啟 App，確保 App 已連接至體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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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啟「我的 - 我的裝置 - Amazfit 體脂計 - 單位」；

3. 選擇您要變更的單位後，點一下「儲存」即可。

合併頻繁稱重記錄

Amazfit 體脂計提供了合併頻繁稱重記錄功能，啟用該功能後，如果同一成員在 30 

秒內稱重多次，只會保留最後一筆記錄。此功能可透過以下步驟啟用：

1. 輕踩體脂計以開啟螢幕，手機靠近體脂計並開啟 App，確保 App 已連接至體脂計；

2. 開啟「我的 - 我的裝置 - Amazfit 體脂計」；

3. 開啟「合併頻繁稱重記錄」的開關即可。

關閉身體組成測量

您可以選擇關閉身體組成測量 (16 

項身體資料：脂肪、肌肉等)，關閉後，體脂計將關閉測脂微電流，僅進行體重測量。若孕

婦使用，請先關閉「身體組成測量」，再站上體脂計進行稱重；如果您想關閉「身體組成

測量」，可透過以下步驟設定：

1. 輕踩體脂計以開啟螢幕，手機靠近體脂計並開啟 App，確保 App 已連接至體脂計；

2. 開啟「我的 - 我的裝置 - Amazfit 體脂計」；

3. 關閉「身體組成測量」開關即可。

關閉「身體組成測量」後，會提示以下圖示，這表示僅進行體重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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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mazfit 體脂計

普通模式和運動員模式

Amazfit 

體脂計提供了「普通模式」和「運動員模式」兩種身體組成分析模式，「運動員模式」適

用於專業或高階運動員，運動員需要特定的身體組成分析法來分析資料，如果您屬於馬拉

松或健美運動員等體脂相對較低的人士，可考慮選擇「運動員模式」來提高身體組成分析

的精度；而大多數使用者在「普通模式」下分析的身體資料會更加精準。您可以透過以下

步驟進行設定：

1. 輕踩體脂計以開啟螢幕，手機靠近體脂計並開啟 App，確保 App 已連接至體脂計；

2. 開啟「我的 - 我的裝置 - Amazfit 體脂計」；

3. 進入「成員管理」頁面，選擇您要修改的成員進行修改設定。

記錄體重和身體組成

使用 Amazfit 

體脂計，您可以記錄您的體重並了解您的體重變化趨勢。如果您啟用了「身體組成測量」

，還可以分析您的 16 

項身體組成資料，包括：體重、體脂率、肌肉量、水分率、骨量、蛋白質率、基礎代謝率

、內臟脂肪等級、皮下脂肪、骨骼肌、肌肉變化量、身體年齡、身體得分、身體質量指數 

BMI、理想體重和體型。透過身體組成分析，讓您更好地了解身體健康情況。

為了獲得更準確、更具代表性的體重資料，請注意以下幾點：

1. 需要光腳使用 Amazfit 

體脂計，並且保持雙腳乾燥。如果您穿著鞋襪，將無法分析除體重以外的其他身體資

料；

2. 使用時，需要將體脂計放置在堅硬平整的地面上。放在地毯或軟面上將影響資料的準

確性；站在體脂計上時，保持重心平均分布在雙腳上，並且確保雙腳皮膚與體脂計的

四個電極片接觸良好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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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一天中不同的時間，您的體重和身體資料會有一定的自然變化。在每天的同一時間

、同一狀態下稱重，以檢視穩定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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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裝入電池或者升級裝置後，螢幕會顯示開機動畫，此時不要移動體脂計，也不要

站上體脂計進行測量，以確保體脂計準確校正。

檢視資料

在您稱重完畢且 Amazfit 體脂計同步資料後，您可以在 App 

的首頁上看到您的體重資料，或者點一下 App 

首頁右上角的圖示，即可檢視您的身體組成資料，更可以直覺地看到身體資料的變化趨勢

，還可以手動輸出或刪除體重。

新增家庭成員

Amazfit 體脂計支援綁定 10 個帳號，每個帳號支援新增 12 位家庭成員 

(包括主帳號)。幫您記錄一家人的健康狀況。

若 Amazfit 

體脂計由多位使用者使用，則稱重時會幫您自動配對到體重和您最接近的使用者，如果體

脂計端顯示的名字不是您的名字，您可以抬起腳，踩壓體脂計表面來選擇匹配您自己的名

字，然後將您的測量值與正確的使用者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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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成員

當您配對到陌生使用者頭像時，表示您的體重與 Amazfit 

體脂計中儲存的使用者體重相差較大，無法幫您自動配對，同樣，您可以點一下體脂計表

面來重新選擇正確的名字，將您的測量值與正確的名字對應。

如果您未註冊帳號，選擇陌生使用者頭像，如圖「 」，則 Amazfit 

體脂計中儲存的成員沒有您的資訊，此時體脂計不會顯示您的身體組成資料。資料同步至 

App 帳號後，已經註冊的使用者可以重新分配這筆資料。

訪客模式

如果您想讓其他客人使用體脂計來檢視各項身體資料，但不將其新增為家庭成員來追蹤身

體資料，您可以使用訪客模式進行測量：

1. 從 App 首頁的「身體得分」卡片進入，點一下底部的「訪客」；

2. 設定訪客的正確資訊，以便進行準確的分析；

3. 資訊設定完畢後，點一下「開始測量」，按照 App 的頁面提示完成測量即可；

4. 適用訪客稱重時，體脂計螢幕上會顯示「 」圖示。

抱嬰稱重

如果您想為還無法自己測量體重的嬰兒記錄體重資料，您可以使用「抱嬰稱重」模式進行

記錄，記錄步驟如下：

1．從 App 首頁的「體重」卡片進入，點一下底部的「抱嬰稱重」；

2．按照 App 的頁面提示完成測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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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測量資料

如果您在體脂計上選擇了陌生成員進行體重測量，或者體重錯誤歸屬到了陌生成員，您可

以在 App 中將沒有配對到使用者的資料進行認領和重新分配。步驟如下：

1. 從首頁的「身體得分」卡片進入；

2. 點一下右上角的「 」進行體重認領和分配；

3. 分配後的資料將儲存至對應的使用者資料中。

解除綁定

解除綁定後，將從您的帳號中刪除 Amazfit 體脂計，且 App 

無法再從體脂計端取得您的身體資料，解除綁定前未同步的資料將會永遠遺失。如果您需

要解除綁定 Amazfit 體脂計，您可透過以下步驟進行：

1. 輕踩體脂計以開啟螢幕，手機靠近體脂計並開啟 App，確保 App 已連接至體脂計；

2. 開啟「我的 - 我的裝置 - Amazfit 體脂計」；

3. 點一下「解除綁定」，然後根據 App 頁面提示完成還原出廠設定即可。

還原出廠設定

還原出廠設定將清除體脂計中所有的使用者資料，包括 Wi-Fi 

網路。還原出廠設定前未同步的資料將會永遠遺失，但 App 

端已經同步儲存的體重資料不會受到影響。如果您需要還原出廠設定，可透過以下步驟進

行設定：

1. 輕踩體脂計以開啟螢幕，手機靠近體脂計並開啟 App，確保 App 已連接至體脂計；

2. 開啟「我的 - 我的裝置 - Amazfit 體脂計」；

3. 點一下「還原出廠設定」，然後根據 App 頁面提示完成還原出廠設定即可。



10

最大限制

體脂計支援的最大體重測量值是 180 kg，如果測量值超過 180 

kg，體脂計端將會提示以下圖案：

清潔和保養

清潔 Amazfit 體脂計

您可以使用濕布和中性清潔劑擦拭體脂計表面，不可接觸有機溶劑和其他化學品。不得將

體脂計直接浸入水中或使用蓮蓬頭沖洗。

更換電池

Amazfit 體脂計內含 4 

節電池，無需電源線連接。如果體脂計端出現以下圖案，表示體脂計的電池電量即將耗盡

，請及時取出電池，防止因電池漏液而腐蝕體脂計。

注意：

1) 

電池更換完畢後，需要將體脂計正面放置，等待開機動畫顯示完畢，正確校正之後即可開

始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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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對於體內裝有心律調節器或其他移植醫療設備者，禁止使用 Amazfit 體脂計；

2. 處於懷孕期的女性，不建議使用體脂計進行測量。如若使用，請先關閉「身體組成測

量」，再站上體脂計進行稱重。

3. 請不要將體脂計放置在潮濕的地板上，也不要在雙腳或體脂計表面潮濕的情況下站上

體脂計進行測量，以防滑倒；

4. 稱重時，雙腳必須站在體脂計的中間位置，保持重心平均分布在雙腳上，以防體脂計

側翻；

5. 腳底過分乾燥時，會導致無法測量體脂等資料；

6. 請不要在身體不適 (發燒、腹瀉、醉酒等) 

或極度脫水時測量，也不要在桑拿或泡溫泉及劇烈運動後測量；

7. 體內裝有金屬裝置、服用誘發身體水分變化的藥物、腳掌表面堅硬角質層厚或具有其

他少數特別情況的人群，其身體測量資料可能會有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