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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清單 
1. Mio ALPHA 

2. USB 充電器 

3. 快速操作指南 

4. 保修和售後 

5. 佩戴和充電注意事項 

 

 

Mio ALPHA  

 

 A 左鍵 B. 右鍵 C. 心率指示燈 

 

安全須知 
在開始新的訓練計畫前，請諮詢醫生。 

Mio ALPHA 可以精准測量心率，但是不能用於醫療用途。Mio ALPHA 及 USB 充電器有很強磁性，

佩戴起搏器、除顫器或其他植入電子設備的使用者使用前請諮詢醫生。 

 



4 
 

入門指南 

啟動 Mio ALPHA  
長按 (A) 或 (B)啟動 Mio ALPHA 

啟動後，進入資訊設置。短按(B)調整數值. 短按 (A) 確認並進入下一項設置。 

 

使用者配置設置 
設置以下個人資訊有利於 Mio ALPHA 測得的資料更加精准有效 

 日期（date）和時間(time) 

 英制(imperial)或公制(metric) 

 體重（weight）和身高（height） 

 性別（gender） 

 出生年（ year of birth） 

 最大心率（Maximum heart rate） 

在手錶上直接設置 

在時間模式下，長按 (A) 進入個人資訊設置。 

短按 (B) 調整數值和設置內容. 短按 (A) 確認並進入下一項設置。 

長按(A)，退出個人資訊設置。 

通過 Mio GO:設置 

下載安裝 Mio GO 到手機，設置個人資訊. 配對後，這些設置會自動同步到手錶。 

如需編輯修改個人資訊，點擊 Mio GO 左上角名字即可。 

 

充電 
1. 警告: 充電時，請確保充電器的針腳是乾燥的。 

2. 將 USB 介面一端連到電腦。 

3. 將 Mio ALPHA 後蓋的充電觸點和充電器針腳如下圖排成一行。充電針腳的磁性有利於充電

器和 Mio ALPHA 吸附到一起。 

 

充電時，螢幕顯示動態的電池充電標誌 



5 
 

充滿後，螢幕顯示 FULL，然後滿格標誌 

連續測量心率，可以用 20 小時左右 

背光燈 
連續敲擊螢幕 2 次，開啟背光燈。 

 

運動模式 
 Mio ALPHA 運動模式下的功能: 

 連續心率測量 

 心率報警 

 碼錶、倒計時和計圈 

 配速和卡路里 

 

Mio ALPHA 的佩戴 
為了保證資料精准度，請按照以下方式佩戴: 

 將 Mio ALPHA 緊貼你的小臂, 離腕骨 1-3 英寸 (3-8 cm) 處. 表後蓋 的光電感測器需要緊貼你

的皮膚 

 
 如果你手腕比較細，請將 ALPHA 帶高點 

 注意：為了保證 ALPHA 測量的精准度，建議在測心率前，做幾分鐘熱身運動，特別是經常

手腳冰涼或血液迴圈不佳的用戶。 

 

監測心率 
長按 (B) ，手錶會嗶一聲，鬆開按鍵；螢幕上顯示 FIND，在搜索心率;  在測到心率前，請保持手腕

靜止。 

(如果顯示 — —，說明 Mio ALPHA 搜不到心率信號. 請參考常見問題解答。) 

長按(B) 退出心率模式。手錶嗶一聲，鬆開按鍵，螢幕顯示 QUIT. 

 

計時器使用 
打開心率模式後，ALPHA 可以追蹤你的運動資料 

開始: 短按 (B) 開啟計時器. 螢幕會顯示[START]. 

計圈: 短按(B) 可以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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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 長按 (B) 可以暫停計時 

繼續計時: 當計時器暫停時， 短按 (B) 可以恢復繼續計時. 

停止/退出: 當計時器暫停時, 長按 (B) 退出運動模式，並停止記錄運動資料 

注意: 只有計時器打開，你的心率和運動資料才會被記錄 

 

心率區間 
在運動模式下，心率指示燈會即時指示你的心率狀態 

注意: 當 Mio ALPHA 通過藍牙和其他裝備連接時，心率指示燈會單次閃爍, 當不和其他設備連接

事，指示燈會 2 次閃爍 

心率區間有 1 區和 5 區，出廠設定是 5 區。你可以個性化設置每個區間的上下限。參考個性化設

置 Mio ALPHA 

訓練區間模式 (5-Zone) 

在訓練區間模式（5 區間），心率指示燈會顯示你當前所在的區間 

淡藍色 ● 休息 

藍色 ● 熱身/恢復 

綠色 ● 脂肪燃燒/耐力訓練 

黃色 ● 有氧運動 

粉色 ● 無氧訓練 

紅色 ● 最高狀態 

報警區間模式 (1-Zone) 

在報警區間模式（1 區間）心率指示燈會顯示你的心率是低於/位於/高於心率區間 I 

藍色 ●   低於心率區間    

綠色 ● 位於心率區間 

紅色 ● 高於心率區間 

   
在這個心率模式下，聲音報警功能打開，當心率不在心率區間時，會報警提醒。參考個性化設置 

Mio Alpha 進行設置 

不使用軟體直接個性化設置 Mio ALPHA  
在運動模式下（即手錶在測心率），長按 (A 進入個性化設置 

你可以設置以下資訊: 

1) 設置報警心率區模式，聲音報警（開或者關 

2) 選擇是報警心率模式（1-Zone）還是訓練心率 模式（5-Zone） 

3) 設置心率區的上下限 

短按 (B)可以調整數位和設置內容， 短按 (A) 確認並進入下一個設置項 

長按(A)退出個性化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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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Mio GO 設置 Mio ALPHA 
在智能手機上安裝 Mio Go  

確認軟體和阿爾法連接了.在搜索到的裝置清單中，點擊 Mio ALPHA ，進入設置： 

訓練心率模式 

 選擇 1 區間（1-Zone）和 5 區間(5-Zone)  

 個性化設置心率區間的上下限 

運動模式屏顯 

 選擇運動中和運動後的屏顯 

運動計時器 

 通過 miogo 選擇碼錶，倒計時或重複計時 

聲音和燈光報警 

 打開（on）/關閉(off)1 個心率區間模式的聲音報警 

 打開或關閉燈光報警  

資料自動同步 

 資料自動同步功能打開（on)/關閉(off)  

 

常見問題解答 
 Mio ALPHA 在找心率信號時，儘量減少手腕的移動 

 戴緊 Mio ALPHA，緊貼皮膚 

 將 Mio ALPHA 帶高點 

 天冷時，在到戶外之前先打開心率模式 

 如果還是有故障，請換個手腕 

 

Data 查看與儲存 
你可以在 Mio ALPHA 上查看進行中和最後一次運動資料，之前的資料可以同步到 Mio GO 上進行

查看 

運動中查看資料 
Mio ALPHA  在測心率，並打開計時（在心率模式下短按右鍵），短按左鍵可以查看進行中的運動

資料 

查看之前最後一次的運動資料 
停止計時（長按右鍵），退出心率模式（在長按右鍵），返回時間模式了，短按左鍵，會顯示最

後一次運動資料（LAST）.AVG +心形圖案—平均心率；AVG PACE—平均配速； TOTAI TIME —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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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時間； TOTAL  KCAL—總消耗卡路里；  TOTAL DIST—總距離； IN ZONE —位於心率區間的運動時

間；TOTAL CYCLE  —總圈數；TIME —當地時間 

 

資料存儲 
Mio ALPHA 可以存儲 24 小時的運動資料（計時打開，資料才會存儲），和 Mio GO 連接後，資料

會自動同步。(參考 用 Mio GO 個性化設置 Mio ALPHA) 當記憶存滿後，, Mio ALPHA 會自動覆蓋之

前的資料 

 

和手機 軟體連接 
你可以通過藍牙 4.0 Bluetooth Smart® 無線技術連接手機軟體和 Mio Alpha. 

在第一次連接時，需要將 Mio Alpha 和手機配對. 

配對時，請避免其他藍牙信號的干擾 

配對注意事項 
 配對時要與其他的帶有藍牙 4.0 感測器及裝置保持至少 30 米（100 尺） 

 Mio ALPHA 和接受裝置要保持在 1 米（3 尺）之內 

 請將接受裝置放在身前，不能放在身後（比如後口袋、雙肩包） 

 Mio ALPHA 心率測量計算不是基於即時的心跳間隔，不能和要求心率變異性(HRV)的手機應

用程式和裝置連接 

安卓手機配對要求 
 系統 4.3 及以上 

 藍牙 4.0 

 同時滿足以上兩個條件 

 

和 Mio GO 軟體配對 
在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搜索下載 Mio GO app.  安卓手機的軟體可以想可客服諮詢索

取。 

Mio ALPHA 在測心率，打開手機藍牙，打開 Mio GO（第一次使用，會要求你輸入個人資訊，有利

於資料的精准） 

1. 在裝置清單裡點擊 Mio ALPHA  

2. 連接成功後，手機螢幕會顯示 [ALPHA CONNECTED]. 

3. 已經配對過的裝置會在已知裝備清單裡。每次打開時，他們會自動連接。 

和其他健身軟體連接 
1. 打開手機藍牙 

2. 打開你想連接的軟體，設置--心率感測器-MIO GLOBAL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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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 必須通過軟體-設置，而不是手機藍牙直接配對 

Mio ALPHA 的保養 

電池保養 
Mio Alpha 配備可充電鋰電池，按照以下指導保養電池 

警告: 如果不遵循這些建議，可能會縮短電池的壽命；還會有損壞 Mio Alpha、失火、電解液洩

露、化學灼傷等風險。 

電池保養 

 至少每 6 個月充一次電 

 不要在高溫環境下使用 Mio Alpha 

 Mio Alpha 使用溫度 of 5°C to 45°C (41°F to 113°F) 

 不用時，請將 Mio Alpha 存儲在 -5°C to 55°C (23°F to 131°F)環境下 

 不要拆卸、刺破或焚燒 Mio Alpha 錶帶、感測器或電池  

 如果感測器的外殼破了，請避免兒童接觸。聯繫當地的回收部門妥善處理感測器和電池 

電池壽命 

 電池大概可以充電 300 個週期，如果每週充一次電，至少可以用 5 年 

 Mio Alpha 是不可更換電池的。當你發現電池續航明顯變短時，可能是您的 Mio Alpha 使用

到期。請聯繫當地回收部門妥善處理錶帶，感測器和電池。 

 

清潔 Mio ALPHA 
 用濕布擦拭感測器和充電針腳。可以用溫和的肥皂水清理油脂和灰塵。如果經常使用 Mio 

Alpha，建議每週清理一次 

 不要抓後蓋的感測器避免損壞 Mio Alpha 

 不要讓 Mio Alpha 接觸強化學物質，如汽油、清潔劑、丙酮、酒精或驅蟲劑等。化學物質

會損壞 Mio Alpha 的密封性、錶殼和表面拋光 

 游泳後，用自來水沖洗一下，然後用軟布輕輕擦乾 

Mio ALPHA 的防水 
 Mio Alpha30 米防水，游泳時可以佩戴 

 注意: Mio Alpha 只有在錶帶和感測器外殼完整密封的情況下可以防水游泳 

 當水下使用 Mio Alpha 時，不能按任何按鍵 

 當在冷水下使用，及大幅度移動手臂時，心率準確度會降低 

 潛水時不能使用 Mio Alpha 

 水下無線傳輸功能不能使用 

 游泳後，用自來水沖洗一下，然後用軟布輕輕擦乾 

 

Mio ALPHA 使用注意事項 
 不要自己拆卸或維修 Mio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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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強烈撞擊、高溫和陽光長時間直射 

 

Mio ALPHA Specifications 
可測的最大心率: 220 BPM 

可測的最小心率: 30 BPM 

使用溫度: 5°C- 45°C (41°F to 113°F) 

錶殼: PC 

後蓋: PC+GF 

後蓋充電針腳: SUS 316 

錶帶: 矽膠 

防水: 30 米 

電池: 125 毫安培鋰聚合物電池 

預期使用壽命: 5 年 

磁鐵: 釹鐵硼 

射頻/協議: 藍牙 4.0 無線技術（Bluetooth® Sm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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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和售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