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您的身体，而不仅仅是体重。

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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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更快乐，更健康。QardioBase	是一种无线智能体重秤和人体分析仪，也叫体重
计，集智能特点，易于使用和时尚外观于一体，让体重和健康管理成为您日常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QardioBase	让您对健身与健康有更广泛的认识。结合“Qardio	应用”一起使用时，
除了可以测量体重外，还可测量体质指数，肌肉质量百分比，体脂肪率，含水率和

骨质成分百分比。测得的数据会自动上传到您的	Qardio	账户。

请仔细阅读这些说明，以便您了解所有功能和安全信息。希望您对	QardioBase	感
到满意。如有任何疑问，问题或建议，请通过	support.getqardio.com	联系	Qardio	
客服，或访问网站	www.getqardio.com	了解更多信息。

QARDIOBASE 智能体重秤：以微笑开启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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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用途

QardioBase	是一种人体成分分析仪，可测量体重，利用
生物电阻抗分析（BIA）技术估算体脂肪含量和人体成
分。仅供家庭使用。QardioBase	不能用于诊断和治疗任
何疾病及症状。

重要安全警告和预防措施

	 使用	QardioBase	无线智能体重秤前，请仔细阅读本
使用手册，并妥善保管以备参阅。	

	 年龄在	10	岁以上的用户皆能安全使用	QardioBase。
安装了植入性医疗器械者只能以“仅体重模式”使用	

QardioBase，该模式禁用人体成分分析。如果您植入
了电子医疗器械，比如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请在首次

激活“仅体重模式”后再使用本产品。有关“仅体重

模式”的重要信息，请参见“激活特殊模式”。进一

步信息请参考您的植入性医疗器械制造商提供的说明。

•	 如果您已怀孕，请从	Qardio	应用中激活“怀孕模式”
或“仅体重模式”，再使用	QardioBase。

• 本人体分析仪/体重秤会在人体中通过少量低电平电子
信号。若要禁用此功能，必须选择“仅体重模式”

或“怀孕模式”。

•	 如果您发烧了，请勿使用本产品。

•	 如果您在做透析，有腿部水肿，骨质疏松症或躯体变
形，请勿使用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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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在不平稳的表面使用本设备，比如湿滑的地面。	

	 遇湿时或脚湿时请勿使用。	

	 体重计表面遇湿会打滑。

	 请勿将	QardioBase	智能体重秤和人体分析仪用于除
测量体重和人体成分以外的任何目的。

•	 QardioBase	不能用于治疗和诊断任何疾病及症状。请
务必咨询医生来决定什么是对您最理想。QardioBase	
和	Qardio	应用应该与专业的医疗设备，诊断或处理

相结合，而不是作为它们的替代品。

包装内容

• QardioBase	2	无线智能体重秤

•	 USB	转	Micro	USB	充电线	

•	 快速指南

要求

需要	iOS	10.0	或更高版本，Android	5.0	或更高版
本，Kindle	Fire。	需要带蓝牙的	iOS	或	Android	设备以
及创建	Qardio	账户，并接受初始设置时的条款和条件。

您的	QardioBase	需接入以下网络配置的无线网络：

WI-FI	2.4	GHz	802.11	(b/g/n)	兼容		WPA/WPA2	安全协
议。

若要使用	QardioBase	无线智能体重计，必须从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或	Amazon	Appstore	下载免
费的	Qardio	应用，或访问	www.getqardio.com	并创建	
Qardio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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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QardioBase

打开	QardioBase	右手侧的橡胶瓣。将开关从右边扳至
左边以打开	QardioBase。只需第一次激活体重计时开
启	QardioBase。

	

下载免费的	Qardio	应用：

1.	下载免费的	Qardio	应用：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访	
问	www.getqardio.com/download，并在出现提示
时下载该应用。此外，也可以访问	iTunes	应用商店
或	Google	Play。	

首次使用 QARDIOBASE

2.	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打开	Qardio	应用。若出现提示，
则应启用设备上的蓝牙功能。您可以在智能手机或平
板电脑的“设置”菜单中启用蓝牙。

3.	创建新账户，或使用现有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如果
您是新用户，请按照屏幕上的指示注册并设置	Qardio	
个人资料。确保您正确输入了个人资料详情，因为其
要用于精确计算您的体重指数和人体成分。选择	
QardioBase	作为您的设备继续设置。	

4.	在	Qardio	应用打开时，踏在您的	QardioBase	上，
以将	QardioBase	与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相连接。	
按照	Qardio	应用说明进行设置。	

开/关 MICRO	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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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年龄在	10	岁以上的用户皆能安全使用	QardioBase。
安装了植入性医疗器械者只能以“仅体重模式”使用	
QardioBase，该模式禁用人体成分分析。如果您植入了电	
子医疗器械，比如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请在首次激活	
“仅体重模式”后再使用本产品。有关“仅体重模式”的	
重要信息，请参见“激活特殊模式”。进一步信息请参	
考您的植入性医疗器械制造商提供的说明。

5.	将QardioBase连接到您的Wi-Fi网络后，您就不需要	
手机/平板电脑也能传输体重数据。如果您希望将	
QardioBase	连接到	Wi-Fi	网络，请按照手机或平板	
电脑屏幕上的指示进行操作。若要将	QardioBase	连	
接到	Wi-Fi	网络，您将需要知道以下信息：

•	 无线网络名称	(SSID)。

•	 WPA	/	WPA2	密码（如适用）。

•	 如果您不清楚这些信息，可以请教无线路由器的
制造商或联系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寻求帮助。

6.	您可以启用其中一种	QardioBase	特殊模式

•	 一般模式

•	 智能模式

•	 仅体重模式

•	 怀孕模式

更多信息请参见“激活特殊模式”

Let’s get started!
Commençons!

Do not use this product before first activating the “Weight Only Mode” if you have a pacemaker or any other internal medical 
device, or are pregnant.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for use by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0. QardioBase should not be used 

to diagnose or treat any medical condition. Always consult  your physician to determine what is ideal for you.

WARNINGS

Install the Qardio App on your 
iOS or Android device &
Create a Qardio account.

1. DOWNLOAD & CREATE ACCOUNT
While standing on the scale, 

follow the on-screen instructions 

3. PAIR & MEASURE
Step on your QardioBase scale 

with Qardio App open in your hand.

2. STEP ON THE SCALE

Installez Qardio App sur votre appareil 
iOS ou Android & créez un compte.

1. TELECHARGEZ L’APP ET CRÉE UN PROFIL 
Une fois sur la balance, suivez les 

instructions qui s’affichent à l’écran.

3. SYNCHRONISEZ ET MESUREZ
Ouvrez l’application Qardio App et 

montez sur votre balance QardioBase.

2. MONTEZ SUR LA BALANCE

AVERTISSEMENTS
N’utilisez pas ce produit avant d’avoir activé le “mode poids seul” si vous avez un pacemaker ou tout autre dispositif 

médical, ou si vous êtes enceinte. Ce produit n’est pas censé être utilisé par des enfants âgés de moins de 10ans. 
QardioBase ne devrait pas être utilisée pour diagnostiquer ou traiter toute condition médicale. 

Consultez toujours votre médecin pour déterminer ce qui est
 le mieux pour vous. 

Balance Connectée et Analyseur Corporel

Wireless Smart Scale and Body 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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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irer avant d’util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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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Qardio	应用	
（第	1	步）

设置
（第	2	步）

测量	
（第	3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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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设置完成后，可以站上	QardioBase	进行体重测
量。默认情况下，将先显示体重，再显示体脂肪率。

如果您穿着鞋子，或开启了“仅体重模式”或“怀孕

模式”，QardioBase	将只显示体重。Qardio	应用会
显示详细的人体成分数据，包括体重，体脂肪率，肌

肉质量百分比，含水率，骨质百分比和体质指数(BMI)。	

如果您已完成Wi-Fi设置，则不需要手机/平板电脑来记录
您的测量值。当您站上	QardioBase	时，请将双脚后跟
位于QardioBase金属环同侧，两脚分开，以进行正确的
人体成分测量。

和使用任何体重计一样：为确保安全及测量准确，务必

在脚和体重计表面干燥时再踏上	QardioBase。

如何打开/关闭 QARDIOBASE

若要打开	QardioBase，站上去或用脚轻踏它。静置几
秒后设备会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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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特殊模式

根据配置选择测量模式。另外，您也可以进入	Qardio	
应用的“设置”部分，向下滚动到	QardioBase菜单，选
择“模式设置”。	

一般模式

“一般模式”执行体重测量和人体成分分析。在此模

式，QardioBase	在默认情况下将先显示体重，再显示体
脂肪率。如果您穿着鞋测量，QardioBase	将只显示体
重。若要进行准确的人体成分测量，请赤脚站在体重秤

上。Qardio	应用会显示详细的人体成分数据，包括体重，
体脂肪率，肌肉质量百分比，含水率，骨质百分比和体

质指数(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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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年龄在	10	岁以上的用户皆能安全使用	QardioBase。
安装了植入性医疗器械者只能以“仅体重模式”使用	

QardioBase，该模式禁用人体成分分析。如果您植入了
电子医疗器械，比如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请在首次激

活“仅体重模式”后再使用本产品。更多信息请参见“

仅体重模式”部分。进一步信息请参考您的植入性医疗

器械制造商提供的说明。建议孕妇使用	QardioBase	
的“怀孕模式”或“仅体重模式”。

智能反馈

启用“智能模式”并选择目标体重，可让	QardioBase	
显示表情符号，来指示您的体重和人体成分数据朝着所

设定目标推进的程度。

在“智能模式”下，体重及详细人体成分数据，包括体

重，体脂肪率，肌肉质量百分比，含水率，骨质百分比

和体质指数(BMI)，不会显示在体重计上，而是记录在	
Qardio	应用中。如果您穿着鞋子，或开启了“仅体重模
式”或“怀孕模式”，QardioBase	将只显示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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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体重模式 

“仅体重模式”只执行体重测量而不作人体成分分析。如

果您体内植入了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等器械，必须启用	

“仅体重模式”才能使用	QardioBase。	

当启用“仅体重模式”时，您会在下方看到指示禁用人

体成分分析的图标，体重计只有测量体重。	

如果您体内植入了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等器械，一定要

在踏上体重计之前用脚轻拍体重计，确认已正确启用	

“仅体重模式”。当“仅体重模式”图标出现时，您便知

道现在踩上体重计测量体重是安全的。

怀孕模式

QardioBase	可用于测量您怀孕前后的体重变化。在“怀
孕模式”下，QardioBase	不作人体成分分析，只执行体
重测量，会显示一个笑脸而不是体重在QardioBase
上。Qardio	应用会追踪您在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在宝
宝出生后，帮助您追踪恢复原来体重的进展情况。	

只会进行体重测量而不执行人
体成分分析。为确保您在“仅
体重模式”下，请核实此符号
后再测量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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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与可靠测量的详细说明

根据以下步骤，您可以进行准确的体重和人体成分测量：	

1.	踏上	QardioBase	执行测量。

2.	赤脚站在秤台上保持不动。毋需担心您的脚太大放不
下，因为即便脚趾伸到秤台外面也能执行准确的测量。

3.	几秒后会显示测量结果。默认情况下，将先显示体重，
再显示体脂肪率。如果您穿着鞋子，或开启了“仅体
重模式”或“怀孕模式”，QardioBase	将只显示体
重。Qardio	应用会显示详细的人体成分数据，包括体
重，体脂肪率，肌肉质量百分比，含水率，骨质百分
比和体质指数(BMI)。	

如果您已完成Wi-Fi设置，则不需要手机/平板电脑来记录
您的测量值。当您站上	QardioBase	时，请将双脚后跟
位于QardioBase金属环同侧，两脚分开，以进行正确的
人体成分测量。

和使用任何体重计一样：为确保安全及测量准确，务必

在脚和体重计表面完全干燥时再踏上	QardioBase。

脚后跟放在圆形的两侧 脚趾可能露在秤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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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站在秤台上保持不动。如果	QardioBase	检测到过
度晃动，尝试测量体重五秒后会以“请保持不动”图标

提示您。这是提醒您需保持站立且静止不动以便	

QardioBase	获得准确的读数。您应该走下QardioBase
再重复测量步骤。

如果您已设置了目标体重，并启用了“智能模式”，	

QardioBase	会显示表情符号指示您的体重和人体成分数	
据朝着目标推进的程度。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激活特

殊模式”。

人体成分测量要求您在	Qardio	应用的用户个人资料里为	
QardioBase	设置准确的信息（身高、年龄、生理性别）。
如果仅测量体重，毋需在个人资料中填写此信息。	

若要监测进度，请比较某一时期相同条件下测量的体重

和人体成分测量数据。

在体重计表面和脚底干燥时，踩在	QardioBase	上即可。

站立不动让	QardioBase	执
行准确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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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用户使用 QARDIOBASE

多个用户可以将各自的	Qardio	账户与单一台	QardioBase	
连接。

如果一个或多个	Qardio	账户与同一台	QardioBase连接，
重要的是让	QardioBase	能识别一个家庭中的所有用户。
如果您的用户账户尚未与QardioBase相连接，当您站在
体重计上，将只会显示您的体重且该数据不会传输到用

户账户。

若要邀请其他用户连接	QardioBase，请按照以下步骤
操作：

1.	在其手机上下载并打开	Qardio	应用。

2.	创建账户。

3.	站在秤台上，并设置个人资料。

在您进行测量后，您的名称会显示在体重计上，代表与

此次测量关联的个人资料。用脚轻拍体重计，选择正确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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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体重测量单位及其他设置

在首次使用	QardioBase	时，体重测量单位会根据手机
或平板电脑的地区设置自动进行设置。若要更改设置：

1.	轻触	Qardio	应用屏幕左上角的	Q	菜单，选择“个人
资料”。

2.	向下滚动至	QardioBase	设置。

3.	站上	QardioBase，进入设置再选择“设置您的	
QardioBase”使其进入设置模式。

您可以将显示体重的测量单位更改为千克，磅或英石。	

请确保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已与	QardioBase	配对。
如果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尚未与	QardioBase	相连接，
请按照“首次使用	QardioBase”下面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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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目标

QardioBase	允许您设定目标，在您使用的任何模式下追
踪进度。如果您启用了“智能模式”，测量时显示的表

情符号会反映您朝着设定目标的进度。	

若要设置目标，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您	Qardio	应用的	QardioBase	菜单。

2.	在屏幕底部选择“历史”，调出测量历史。

3.	选择屏幕右上角的目标图标，进入“设定目标”。

4.	将显示您目前体重的圆圈滑向左侧或右侧，以指定目
标体重。	

5.	根据建议的增重率和减重率，Qardio	应用会向您显示
达到目标体重需要几周，每周将需要减轻或增加多少
体重才能遵循既定计划实现目标。	
如有具体的体重目标时间表，您还可以调整希望达到
目标的周数。

6.	点击右上角的“保存”按钮，记录新目标。

7.	若要删除目标，请在“设定目标”中的目标显示的左
上角按“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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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测量值

QardioBase能够在内存记忆体内，存储多个预先定义的
用户测量值。此信息用于确定新测量的值并自动将其归

到相对应的用户中：

•	 如果某次测量值被错误地分派给某一用户，您可以将
其重新分配给您自己（此时该测量值会自动从错误用

户的个人资料中删除）。

•	 如果某次测量值被错误地分派给您，您可以删除此测
量值（此时该测量值会划归到未分配测量列表）。

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重置	Wi-Fi	网络：

1.	轻触	Qardio	应用屏幕左上角的	Q	菜单，	
选择	QardioBase。

2.	选择“历史”查看您的测量历史。

3.	选择屏幕上方中间的标志图标进入“我的数据”。

4.	在测量值上向左轻扫，以将测量值认领到您的测量列
表或将其从您的测量列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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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QardioBase	放在平整坚硬的表面。虽然	
QardioBase	适合在大多数表面上使用，但是高低不
平的柔软地面可能使测量不太可靠。

✓	 双脚平行，均匀分布地站在体重计上。毋需担心您的
脚太大放不下，因为即便脚趾伸到秤台外面也能执行

准确的测量。

✓	 测量体重时，请保持站立不动。为测量正确的读数，
请在秤台上保持站立不动。

✓	 请保持脚底干燥且赤脚测量体重。双脚分开站立，以
免两腿直接接触。如果您穿着鞋子，袜子或丝袜，或

者如果您的脚或体重计表面不干净，则体重计将无法

准确测量人体成分。

✓	 尽量在同个时间在同一台体重计上每天测量体重，以
查看同样的趋势。您的体重和人体成分在一天当中会

有自然变化。

准确与可靠测量的检查清单

✓	 如果不穿衣服，在进食和洗澡前以及排尿后测量体重，
则测量会更准确。

✓	 为提高人体成分百分比分析的准确度，请勿在以下情
形下测量：

•	 摄入大量酒精后

•	 摄入大量咖啡因或其他兴奋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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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rdioBase	偶尔会执行校准。这种情况多数发生于
两次测量之间拿起或移动过体重计。如果发生校准，

请站在	QardioBase	上或用脚轻拍	QardioBase	以激
活它。体重计开启后，请走下来。等到看见显示笑脸，

再重新站回体重计上执行测量。

•	 高强度运动后

•	 大餐之后

•	 脱水后

✓	 确保在	Qardio	应用的个人资料中填入准确数据（身
高、年龄、生理性别）。	信息不准确会影响人体成分

和体质指数测量的可靠性。

✓	 年龄在	10	岁以上的用户皆能安全使用	QardioBase。
安装了植入性医疗器械者只能以“仅体重模式”使用	

QardioBase，该模式禁用人体成分分析。孕妇应使用	
QardioBase	的“怀孕模式”或“仅体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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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成分”一词是描述体脂肪，肌肉，水和骨质含量

的百分比。它是整体健康的一项关键指标，比单项体重

具有更准确的评价意义。	

QardioBase	能测量体脂肪率，肌肉质量百分比，水分组
成百分比和骨质百分比。

体脂肪率测量您体内的脂肪百分比。了解人体成分有助

于评估与体重相关的健康风险，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和

心脏病。

QardioBase	利用生物电阻抗分析法测量体质	(BIA)。通
过体重计上面的氧化铟锡	(ITO)	电极发射少量的安全信
号，经过分析确定身体的电阻抗。然后根据电阻抗，体

重和用户个人资料数据，计算人体成分。

安装了植入性医疗器械者只能以“仅体重模式”使用	

QardioBase，该模式禁用人体成分分析。如果您植入了
电子医疗器械，比如心脏起搏器或除颤器，请在激活“

仅体重模式”后再使用	QardioBase。如需更多信息，请
参考您的医疗器械制造商提供的说明。建议孕妇使用	

QardioBase	的“怀孕模式”或“仅体重模式”。

人体的水合程度会影响人体脂肪和人体成分读数。经过一

整晚的睡眠之后人体会失去水分，起床时人体成分往往会

显示最高的脂肪含量，肌肉质量百分比以及最低的含水

率。测量前运动所显示的肌肉质量百分比会比较高。

您应在一天当中的同一个时间，在同样的条件下测量人体

成分，以获得最可靠的趋势数据。

人体成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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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新的	Wi-Fi	名称或密码，将需要重新连接	
QardioBase	到新的网络。您可按照以下步骤更改		
Wi-Fi	配置：

1.	请确保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已与	QardioBase	配对。
如果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尚未与	QardioBase	配对，	
请按照“首次使用	QardioBase”下面的说明进行配对。

2.	轻触	Qardio	应用屏幕左上角的	Q	菜单，选择“设置”。

3.	向下滚动至	QardioBase	设置。

4.	选择“Wi-Fi	设置”。

5.	请确认您要更改	QardioBase	目前的	Wi-Fi	设置，然
后按照手机或平板电脑屏幕上的指示，输入新的无线
网络名称和密码（如适用）。

若要将	QardioBase	连接到	Wi-Fi	网络，您将需要知道
以下信息：

•	 无线网络名称	(SSID)

•	 WPA	/	WPA2	密码（如适用）

如果您不清楚这些信息，可以请教无线路由器的制造商

或联系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寻求帮助。

更改 WI-FI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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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与维护

•	 避免高温和阳光直射。请勿浸入水中或接触过多的灰
尘，否则会损坏体重计。

•	 请勿拆卸体重计。

•	 请用柔软湿布擦净表面。	

•	 请勿在体重计表面使用消毒湿巾，氯或高浓度玻璃清
洁液。

•	 不能使用清洁剂清洁体重计。您可能会损坏保护电极
的涂层，该电极是用来测量体脂肪率。

•	 请勿扔体重计或避免过大振动。

•	 请勿将任何物体堆放到体重计上。

QARDIOBASE 充电

电池电量低，达到我们建议体重计充电的数值
时，QardioBase	会通知您。为此，用体重计随附的	
USB	转	micro	USB	线将	QardioBase	连接至电
源。QardioBase	会显示电池图标，表明正在充电。

当	QardioBase	充满电时，体重计会显示一个充满电的
电池图标。需要最多五小时才能将电池完全充满。

	充电时请勿使用	QardioBase。

	建议电源适配器兼容	IEC6060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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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OS 系统上重置 QARDIOBASE

在您已达到可配对的手机或平板电脑数量时，或作为故障诊断步骤，

可能需要重置	QardioBase。

若要重置	QardioBase，请在	Qardio	应用上点击至设置，选择“重置”，
接着按照应用中显示的说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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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卓系统上重置 QARDIOBASE

重置QardioBase可用于故障诊断步骤或在您已达
到可配对的手机或平板电脑数量。

若要重置	QardioBase，请在	Qardio	应用上点击
至设置，选择“重置”，接着按照应用中显示的

说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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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修

该设备享有三年有限保修服务，自购买之日起开始计算。

电池及其他易损件不在有限保修范围之内。

只有在出示可确认购买日期的购买凭证后，有限保修方

可生效。拆解或改装设备将使有限保修失效。本保修仅

适用于终端用户购自	Qardio	及其授权分销商的产品。

本保修不适用于购自任何其他分销商的产品，且	Qardio	

对此类产品不提供任何保修。

保修不包括使用不当，电池放电，意外或不遵守操作说

明及配件正常磨损而造成的损坏。

若在保修期内出现缺陷，Qardio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

权选择：(1)	使用新配件或性能和可靠性相当的配件免费

维修产品；(2)	将产品更换为功能相当，且拥有全新或相

当于全新性能和可靠性的产品；或	(3)	按照原购买价退

款。该保修不包括滥用，意外，改装或其他非材料和工

艺缺陷而造成的损坏。

除了您享有的法定消费者权益外，任何没有在本保修文

档内记载的保修条款和条件都不包含在有限保修范围内。

部分国家不允许限制此类保修条件和/或隐含条款的有效

时间，因此上述限制可能对您并不适用。

Qardio	针对下列情况不承担责任：(a)	因违反本有限保

修导致的损失；(b)	无论是因使用，误用或无能力使用本

产品或因产品瑕疵而出现的偶然、特殊、间接或继发损

坏；(c)	与您的业务有关的损失，利益损失，数据丢失或

机会丧失。

除法律规定不得限制或排除的事项外，本有限保修的条

款不应适用于任何其他法律责任。根据您居住地的不同，

上述某些限制或排除可能对您并不适用。欲获得保修服

务，请联系	Qardio：https://support.getqardio.com。

联系客服

欲知	Qardio	客服联系方式，请访问  

support.getqar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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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拍卖购买：通过网上拍卖购买的产品不能享受折扣

或	Qardio	保修范围内提供的其他特殊优惠。保修验证不

接受网上拍卖确认。需要原始零售商提供的销售单据原

件或副本才能享受保修服务。Qardio	不会为网上拍卖购

得的任何产品包更换缺失的组件。

澳大利亚购买：我们的货品随附《澳大利亚消费者法》

规定必要的保证。若产品存在严重故障，您有权更换或

退款，并因其他合理可预见的损失或损害而获得赔偿。

若货品质量不达标但并未发生严重故障，您也有权要求

维修或更换。我们有限保修范围内的福利是适用法律规

定的与产品有关的其他权利和补救措施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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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

解决方法可能原因问题

电池已充电，但是站上去或用脚

轻拍时无法开启体重计。

您看不到显示	Wi-Fi		
网络。

QardioBase	无法连接	Wi-Fi。

Wi-Fi	信号太弱。

您输入了错误的	

Wi-Fi	密码。

电池电量过低。

1)	靠近您的路由器。

如果仍存在连接问题，请联系客服：	

support.getqardio.com

1)	请确保输入正确的	Wi-Fi	密码。	

2)	如果输入正确的密码后	QardioBase	还是无法连接
网络，请重置路由器。请确保您靠近路由器，然后重

试。

如果仍存在连接问题，请联系客服：	

support.getqardio.com

1)	将	QardioBase	连接至充电器

如果该问题再次出现，请联系客服：	

support.getqar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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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

解决方法可能原因问题

测量结果没有显示在	

萤幕上。

无法执行人体分析。

在	QardioBase	尝试测量体
重时，您没有保持静止不动。

您没有光脚并保持脚部干燥再

进行测量。

一定要站在秤台上保持不动。如果	QardioBase	检
测到您身体晃动，会以“请保持不动”图标提示您。
这是提醒您需保持站立且静止不动以便	
QardioBase	获得准确的读数。	
如果该问题再次出现，请联系客服：	
support.getqardio.com

若要	QardioBase	采用生物电阻抗分析（BIA）法
执行人体分析，必须以干脚、光脚测量体重，且避
免两腿直接接触。如果您穿着鞋子、袜子或丝袜，
或者如果您的脚或体重计表面不干净，体重计无法
测量人体成分。

您未启用“一般模式”。 如果对您来说执行人体分析是安全的，请检查模式
选择确保启用了“一般模式”。如果该问题再次出
现，请联系客服：support.getqar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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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

解决方法可能原因问题

无法执行人体分析。

QardioBase	的设计使其在大多数表面均能正常工作。
但是，有些人在体重计放在特定柔软表面时移动的幅
度较大，移动会影响准确性。如果您在柔软表面测量
时遇到问题，应将体重计搬到坚硬表面，重复测量。

您没有依照正确的方向踏在	

体重计上。

您已启用“怀孕模式”或	

“仅体重模式”。

如果启用了“怀孕模式”或“仅体重模式”，会禁用
人体成分分析。如果您已怀孕或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或
除颤器等植入式器械，一定要以“怀孕模式”或“仅
体重模式”使用	QardioBase，以禁用人体分析和确
保安全的体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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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

解决方法可能原因问题

体重测量好像不准。 QardioBase	放在了不平整或不
稳定的表面。

圆圈应与两个脚后跟平齐。更多说明请参见“正确
与可靠测量的详细说明”。如果该问题再次出现，
请联系客服：support.getqardio.com

体重测量好像不准。 源自湿头发或身体潮湿的水

饱和度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请确保您的身体或头发完全干燥。

尽量在同个时间在同一台体重计上每天测量体
重，以查看同样的趋势。

如果该问题再次出现，请联系客户支持：	
support.getqar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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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

解决方法可能原因问题

人体成分测量不准确。

您的体能消耗或日常活动变	

化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您的个人资料不正确。

避免在摄入酒精，咖啡因或其他兴奋剂后，	
激烈体育运动后，饱餐后或存在脱水情况时，	
测量体重。如果该问题再次出现，请联系客服：	
support.getqardio.com

请确保您在	Qardio	应用的个人资料中填入准确数
据（身高、年龄、生理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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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DIOBASE 2 技术规格

材质 钢化玻璃	

ABS	按钮壳

设备尺寸 直径：34cm（13.4	英寸）

重量 6.7	磅（3.04	千克）

显示屏及控件 LED	显示屏	
显示体重和人体成分百分比，用户选择，智能反馈，触觉反馈	

单位：千克，磅，英石

测量范围 5	-	180	千克

测量准确度 100	克，具有	4	个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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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iOS	或	Android	设备以及创建	Qardio	帐户才能进行初始设置。

工作条件 10°C~40°C	(50°F~104°F)；相对最大湿度：45%~85%；	
气压：86~106kpa；最大高度：	
2000m	(9,842	ft)

储存及运输条件 -20°C~45°C	(-4°F~113°F)；相对最大湿度：45%~85%；	
气压：86~106kpa；最大高度：2000m	(9,842	ft)

保质期 预计三年

电源 可充电电池（包括	USB	转	Micro	USB	充电线）

连接 蓝牙	4.0	
Wi-Fi	802.11	(b/g/n)，WPA	/	WPA2	安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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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处置
遵照欧盟	2002/95/EC、2002/96/EC	和	2003/108/EC	指令，减
少危险物质在电气和电子设备中的使用及废弃处置。设备或其

包装上的符号代表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不得与生活垃圾一同

废弃处置。

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用户必须将其送往负责回收电气和电子垃

圾的回收中心，或在购买新设备时将其交还给零售商。单独处置该产品能

够避免因处置不当而对环境和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此外，这样还能够回收

产品材料，从而节约能源和原材料，避免对环境和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若

用户随意丢弃，依照现行标准将受到行政处理。该设备及其配件在制造时

符合国家或区域性法规对于废弃处置的要求。	

本产品符合	RoHS	指令	2011/65/EU	和修订版（欧盟）2015/863。

CE 合规性
完整的符合性声明	(DoC)	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查询：	
http://getqardio.com/conformity

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声明

15.21	
告诫您未经负责合规当事人明确批准的改动或修改可能会使用户操作设备

权限无效。

15.105	(b)	
本设备按照	FCC	法规第	15	部分进行了测试，被认定为符合	B	类电子设备
的限值标准。这些限值标准为确保设备在居住地区使用防止有害干扰，提

供合理保护。本设备使用并放射无线电频率，如不按照说明正确安装使

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但是，在特定安装情况下，无法

保证不会产生干扰。如果本设备的确对广播或电视接收信号造成有害干扰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来确定），则鼓励用户采取以下一种

或多种措施纠正干扰：

-调整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加大设备与接收天线之间的间隔。

-将设备电源线连接到接收天线所连接到的不同电路插座上。

-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广播/电视技术人员。

FCC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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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RF	辐射照射声明：	

1.	本发射器不得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射器一起放置或运作。

2.	本设备符合	RF	不可控环境下的辐射照射限值。本设备应该在辐射源与您
身体之间距离至少	0	厘米的条件下安装使用。

本设备符合	FCC	不可控环境下的辐射照射限值。最终用户必须遵循具体操
作说明，方可达到符合	RF	照射标准要求。本发射器不得与任何其他天线或
发射器一起放置或运作。

本便携式设备旨在满足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规定的无线电波照射要求。

这些要求设定了平均一克组织	1.6	瓦/千克的比吸收率	(SAR)	限值。当设备正
确穿戴在身上时，在产品使用认证期间，SAR	最高值根据本标准报告。

IC	辐射照射声明	/	IC Déclaration sur la radioexposition.

本设备遵循加拿大工业部免许可证	RSS	标准。设备运行受以下两个条件约束：	

1)	本设备不会产生干扰，且	

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造成不必要运行设备的干扰。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2) Cet équipement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 rayonnement RF défini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incontrôlé. Cet équipement doit être installé et 
utilisé avec une distance minimale de 0 cm entre l’appareil rayonnant et 
votre corps.

Déclaration d’exposition aux radiations:

Cet équipement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xposition aux rayonnements 
IC établi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non contrôlé. Cet équipement doit 
être installé et utilisé avec un minimum de 0 cm de distance entre la 
source de rayonnement et votre corps.

本设备符合	ISED	不可控环境下的辐射照射限值。最终用户必须遵循具体操
作说明，方可达到符合	RF	照射标准要求。本发射器不得与任何其他天线或
发射器一起放置或运作。

本便携式设备旨在满足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	(ISED)	建立的无线
电波照射要求。这些要求设定了平均一克组织	1.6	瓦/千克的比吸收率	
(SAR)	限值。当设备正确穿戴在身上时，在产品使用认证期间，SAR	最高
值根据本标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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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 équipement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xposition aux rayonnements 
ISED établi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non contrôlé. L’utilisateur final doit 
suivre les instructions spécifiques pour satisfaire les normes. Cet émetteur ne 
doit pas être co-implanté ou fonctionner en conjonction avec toute autre 
antenne ou transmetteur.

Le dispositif portatif est conçu pour répondre aux exigences d’exposition aux 
ondes radio établie par le développement énergétique DURABLE. Ces exigences 
un SAR limite de 1,6 W/kg en moyenne pour un gramme de tissu. La valeur SAR la 
plus élevée signalée en vertu de cette norme lors de la certification de produit à 
utiliser lorsqu’il est correctement porté sur le corps.

RF	辐射照射声明：

本设备符合	IC	不可控环境下的辐射照射限值。本设备应该在辐射源与您身体
之间距离至少	0	厘米	的条件下安装使用。本发射器不得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
射器一起放置或运作。

医用电气设备需要采取特殊的电磁兼容性（EMC）预防措施，并按照下面章节
提供的	EMC	信息来进行安装和交付使用。

标有下述符号 的设备附近可能存在干扰。

便携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例如手机）可能会对医用电气设备造成影响。使用
规定以外的附件和电缆，可能导致辐射增强或抗干扰性降低。

本设备仅将	RF	能量用于内部功能。因此，其	RF	辐射极低，不大可能对附近
的电子设备造成任何干扰。

本设备适用于所有设施，包括家庭设施和直接连接到为建筑物提供家庭用电的

公用低压供电网的设施。

RF 声明

使用便携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时，与本设备任何部分（包括电缆）的距离不
得少于根据发射器频率等式计算得出的推荐间距。	

本设备设计用于可控辐射	RF	干扰的电磁环境。任何其他附件，换能器和电
缆都可能导致辐射增强或抗干扰性和	EMC	性能降低。

本设备不得在其他设备附近使用或与其堆放在一起，若必须在其他设备附

近使用或与其堆放在一起，则应对本设备进行观察，以验证其在即将使用

的配置下能够正常运作。

医用电气设备需要特殊的	EMC	相关预防措施，并根据下面章节提供的	
EMC	信息来进行安装和交付使用。便携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例如手机）
可能会对医用电气设备造成影响。使用规定以外的附件和电缆，可能导致

设备辐射增强或抗干扰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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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	2002/96/EC（WEEE	指令）超过	3	年有
效期后，机器应按照当地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处理。避免伤害用
户和污染环境。

BF	类应用部分
注：B	=	人体；F	=	浮动

制造商的序列号

制造日期

制造商一般警告，小心，危险
请在使用产品前仔细阅读说明。

IP210434

0434

0434

水和颗粒物进入不会造成有害影响的防护等级（垂直落下的
水滴不会引起损害）

符号说明

在使用说明中应解释标志符号的含义。

SN

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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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加州	Qardio,	Inc.	设计和生产。
美国和国际市场

www.getqardio.com

Qardio Europe Ltd.
14-16 Dowgate Hill, London, EC4R 2SU
United Kingdom

Kahl Handelsvertretung
地址：Isarstr.33 40699 Erkrath, Germany

WEEE

美国进口商 

欧洲进口商 

亚弘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台南市安定区沙仑	35	号（邮编：745）

使用前请阅读此手册。

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FCC	ID：2ABF2-888BAS2
IC:11885A-888BAS2

115 Sansome St. #1005
San Francisco, CA 94104, USA

BF	类应用部分
注：B	=	人体；F	=	浮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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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加州	Qardio,	Inc.	设计和生产。
加拿大	

www.getqardio.com

WEEE

美国进口商 使用前请阅读此手册。

0434

0434

0434

Qardio,	Inc.（加州旧金山）

工厂：亚电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中国东莞市
塘厦镇平山	188	工业区（邮编：518055）中国

0434
FCC	ID：2ABF2-888BAS2
IC:11885A-888BAS2 2018

BF	类应用部分
注：B	=	人体；F	=	浮动

0434

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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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声明 - 电磁辐射

QardioBase	2（型号：B200）旨在用于下述规定的电磁环境（针对家庭医疗保健）。B200	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将其用于此类环境。

辐射测试 合规性 电磁环境 - 指导（针对家庭医疗保健环境）

RF	辐射	CISPR	11 第	1	组
B200	仅将	RF	能量用于内部功能。因此，其	RF	辐射极低，不大可能对附近的电子设备造成任	
何干扰。

RE	辐射	CISPR	11 B	类

B200	适用于所有设施，包括家庭设施和直接连接到为建筑物提供家庭用电的公用低压供电网的设施。

谐波辐射	

IEC	61000-3-2 A	类

电压波动/闪烁辐射	

IEC	61000-3-3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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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声明 - 电磁抗扰

QardioBase	2（型号：B200）旨在用于下述规定的电磁环境（针对家庭医疗保健）。B200	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将其用于此类环境。

抗干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试等级 合规性等级 电磁环境 - 指导

静电放电	(ESD)		
IEC	61000-4-2

接触：±8	kV	
空气	±2	kV，±4	kV，±8	kV，	
±15	kV

接触：±8	kV	
空气	±2	kV，±4	kV，	
±8	kV，±15	kV

地板应为木材，混凝土或瓷砖。	

若地板由合成材料覆盖，相对湿度至少应为	30%。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IEC	61000-4-4
±2 kV	用于供电线路	
±1 kV	用于输入/输出线路

±2 kV	用于供电线路不适用 干线电能质量应为典型商用或医用环境质量。

电涌	IEC	61000-4-5
±0.5 kV，±1 kV（两线间）	
±0.5 kV，±1 kV，	
±	2 kV（线对地）

±0.5 kV，±1 kV（两线间）	
	不适用

干线电能质量应为典型商用或医用环境质量。

电源输电线的电压骤降，	

短时中断和电压波动		

IEC	61000-4-11

电压骤降：	

0	%	UT；0.5	周期	
0	%	UT；1	周期	
70	%	UT；25/30	周期	
电压中断：	

0	%	UT；250/300	周期

电压骤降：	

0	%	UT；0.5	周期	
0	%	UT；1	周期	
70	%	UT；25/30	周期	
电压中断：	

0	%	UT；250/300	周期

干线电能质量应为典型商用或医用环境质量。	

如果	B200	的用户需要在电源中断期间继续操
作，建议用不间断电源或电瓶为	B200	供电。

工频	(50，60	Hz)	磁场		
IEC	61000-4-8

30	A/m	
50	Hz	或	60	Hz

30	A/m	
50	Hz

B200	工频磁场应维持典型商用或医用环境特有	
场所的特征。

注					温度电压当量	(UT)	是测试等级之前的交流电源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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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声明 - 电磁抗扰

B200	设计用于下述电磁环境。	
B200	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将其用于此类环境。

抗干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试等级 合规性等级 电磁环境 - 指导

传导	RF
IEC	61000-4-6

3	Vrms：
0.15	MHz	–	80	MHz
6	Vrms：	
工业、科学和医疗频段

与业余频段中

（0.15	MHz	和	80	MHz	之间）	

3	Vrms：
0.15	MHz	–	80	MHz
6	Vrms：	
工业、科学和医疗频段

与业余频段中

（0.15	MHz	和	80	MHz	之间）

使用便携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时，与	B200	任何部分（包括电
缆）的距离不得少于根据发射器频率等式计算得出的推荐间距。

推荐间距：

d	=	1.2	√P
d	=	1.2	√P	80	MHz	到	800	MHz
d	=	2,3	√P	800MHz	到	2,7	GHz

其中	P	是根据发射器制造商的指定发射器最高额定输出功
率，以瓦	(W)	表示，d	是推荐间距，以米	(m)	表示。

经电磁现场勘测确定的固定	RF	发射器的场强	a	应低于每
个频率范围b的合规性等级。标有下述符号的设备附近可能
存在干扰：

RF	辐射
IEC	61000-4-3

80	%	AM@1	kHz	e)		
10	V/m
80	MHz	–	2,7	GHz	b)
80	%	AM@1	kHz	c)

80	%	AM@1	kHz	e)	
10	V/m
80	MHz	–	2,7	GHz	
80	%	AM@1	kHz

注1				在	80	MHz	和	800	MHz	时，适用更高的频率范围。
注2				这些指导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形。电磁传播受结构，物体和人的吸收及反射影响。

a			固定发射器的场强，比如无线（手机/无绳电话）电话和地面移动无线电通信，业余无线电，AM	和	FM	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的基站，理论上无法准
确预测。若要由于固定	RF	发射器评估电磁环境，应考虑电磁现场。如果在使用	B200	的位置测得的场强超过前述适用	RF	合规性等级，应对	B200	进行观
察，核实能否正常工作。如果发现性能异常，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比如调整	B200	的方向或位置。
b			超过	150	KHz	到	80	MHz	的频率范围，场强应低于	3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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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与 QardioBase 2 之间的推荐间距（型号：B200)

QardioBase	2（型号：B200）设计用于可控辐射	RF	干扰的电磁环境（针对家庭医疗保健）。B200	的客户或用户在便携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发射器）	
与	B200	之间根据通信设备的最高输出功率保持如下面所推荐的最小间距，来帮助防止电磁干扰。

发射器最高

额定输出功率	W

根据发射器频率的间距 m

150	kHz	至	80	MHz
d	=	1.2√P

80	MHz	至	800	MHz
d	=	1.2√P

800	MHz	至	2,7	GHz
d	=	2,3√P

0,01 不适用 0,12 0,23

0,1	 不适用 0,38 0,73

1 不适用 1,2 2,3

10 不适用 3,8	 7,3

100 不适用 12 23

对于最高额定输出功率上面未列出的发射器，可以使用发射器频率等式估算推荐间距	(m)，其中	p	是根据发射器制造商的指定发射器最高额定输出功率，	
以瓦	(W)	表示。

注1				在	80	MHz	和	800	MHz	时，适用更高频率范围的间距。
注2				这些指导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形。电磁传播受结构，物体和人的吸收及反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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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声明 - 电磁抗扰

外壳端口抗扰至 RF 无线通信设备的测试规范

QardioBase 2（型号：B200）旨在用于下述规定的电磁环境（针对家庭医疗保健）。

B200 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将其用于此类环境。

测试频率
(MHz)

频段	a)
(MHz)

服务	a) 调制	b) 最大功率
(W)

距离
(m)

抗扰测试等级
(V/m)

合规性等级
(V/m)
（针对家庭医疗保健）

385 380	–390 TETRA	400
脉冲
调制	b)
18	Hz

1,8 0,3 27 27

450 430	–	470
GMRS	460,

FRS	460

FM	c)
±5	kHz	偏差
1	kHz	正弦

2 0,3 28 28

710

704	–	787
LTE	频段	13，

17

脉冲
调制	b)
217	Hz

0,2 0,3 9 9745

780

810

800	–	960

GSM	800/900；
TETRA	800；
iDEN	820；

CDMA	850；
LTE	频段	5

脉冲
调制	b)
18	Hz

2 0,3 28 28
870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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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频率
(MHz)

频段	a)
(MHz)

服务	a) 调制	b) 最大功率
(W)

距离
(m)

抗扰测试等级
(V/m)

合规性等级
(V/m)
（针对家庭医疗保健）

1	720

1	700	–
1	990

GSM	1800；
CDMA	1900；
GSM	1900；	

DECT；
LTE	频段	1，3，
4，25；UMTS

脉冲
调制	b)
217	Hz

2 0,3 28 28
1	845

1	970

2	450
2	400	–
2	570

蓝牙，	
WLAN，

802.11	b/g/n，	
RFID	2450，	
LTE	频段	7

脉冲
调制	b)
217	Hz

2 0,3 28 28

5	240
5	100	–
5	800

WLAN	802.11
a/n

脉冲
调制	b)
217	Hz 0,2 0,3 9 95	500

5	785

注			如需达到抗扰测试等级，发射天线和	ME	设备或	ME	系统之间的距离应缩短至	1	米。1	米测试距离由	IEC	61000-4-3	准许。

a)		对于某些服务，仅包含上行频率；
b)		使用	50%	占空比方波信号调制载波；
c)		作为	FM	调制的替代，可使用	18	Hz	时的	50%	脉冲调制，因为当它不代表实际调制时，情况最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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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dio、QardioArm、QardioBase、QardioCore、
QardioMD	及其各自的徽标均为	Qardio,	Inc.	在美
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iPhone、iPad、iPod是苹果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地区的注册商标。	

Bluetooth®	文字标记和徽标均为	Bluetooth	SIG,	
Inc.	所有的注册商标，Qardio,	Inc.	对此类标记的所
有使用均得到许可。所有其他商标是其各自所有者
的财产。

Qardio	产品应仅结合专业医疗建议用于诊断或治疗，
不能代替或取代专业医疗建议。

已转让和申请中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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