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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hythm 410 progress 系列心率表的功能全面且使用简易，便于用户
在锻炼中控制运动强度。
它可以帮助您通过在正确的心率区间锻炼轻松实现健身目标（减肥，提
高耐力等）。
此外，您可以通过心率表的计时功能安排间歇性训练以快速提高训练成
绩。

1/ 仪器导航图解

A : START/STOP : 開始/停止碼錶計時。 開啟或關閉某項功
能。

B : LAP/RESET : 測量單圈時間（LAP）。 快速瀏覽參數
值，計時器歸零。

C : MODE : 模式導航（時間，心率，卡路里，資料，
設置）。

D : LIGHT : 開啟背景光。

導航系統： 導航圖解位於說明書開頭處（圖解3）。

5種主要模式： 按 MODE鍵可在模式間切換。 .

- TIME : 時間與日期顯示。

- CARDIO : 以心率資訊為主要參考的訓練模式。

- TIMER : 使用双重复倒计时的训练模式。

- DATA : 最後5次訓練資料報告。

- SETTINGS : 設置所有參數資訊： 身高，體重，目標區等。

2/ 使用/注意事項

該心率表組件包括一塊手錶和一條胸帶。 手錶可在溫暖天氣下運動時佩戴於手腕處或置於自行車把上。  
胸帶配有一個32通路的加密信號發射器。 

使用限制 / 注意事項：
產品的具體使用限制及注意事項見本說明書第3頁。

警告！！！
該儀器為運動休閒時設計。 該儀器非醫療器械。 本產品以及用戶手冊內所提供的資訊僅可在醫師指導並確
認後方可作為醫療參考。 

A

B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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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高水準運動員及健康人士需要瞭解的是，確認最大心率值以及個人訓練目標區是進行安全有效訓練的
必需前提。
 
建議在個人理療師或醫生指導下確認個人最大心率值、心率上下限以及符合年齡、體能和目標條件的訓練時
長。
 
最後，由於無線電波傳輸可能引起電子干擾，請佩戴心臟起搏器的人士不要使用該類心率表。
無視以上注意事項進行使用可能會導致生命危險。

3/ 胸帶

3.1/ 胸帶的安裝
胸帶的詳細安裝步驟位於說明書開始處（圖解1）。 胸帶具有傳感器和發射器功能。 可對皮膚表面因心臟
搏動而生成的電位差進行測量。 隨後胸帶將無線電資訊
發送至手錶。 胸帶的正確佩戴與否將決定測量值的準
確度、效果和運動時舒適性。 具體方式見圖解。胸帶
上的黑色橡膠表面以及中央部位均為傳感器。

胸帶正確佩戴後，將向手錶發送心率資訊。 當手錶位於信號接收區內時（圖解2），將顯示心率值和其他資
訊以指導用戶進行運動恢復或訓練。

避免將傳感器佩戴於毛髮濃密處。 寒冷乾燥天氣下，胸帶需要過幾分鐘才可正常
工作。 此現象為正常，因為胸帶需要汗液潤濕以確認和皮膚接觸。 測量最初的
20幾秒內，手錶可能會顯示較高數值。 這是由於儀器初始化導致。 之後顯示將
趨於正常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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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模式的使用
時間於第1行顯示，日期於第2行顯示，顯示形式視SETTINGS模式下設置而定。.

-時間，日期和12/24小時模式設置。
於SETTINGS模式下可進行此類設置。.

訓練計時器

訓練計時器 测量单圈 
时间  
 

測量  
時間  
單圈 

顯示每分鐘脈搏數(BPM):

5/ 心率模式(CARDIO)

您的心率值默認以每分鐘脈搏數来显示（BPM字樣顯示于屏幕上）. 同樣可以最大心率值的百分比（%）來顯
示。 BPM字樣將從屏幕上消失. 該顯示選項可在 SETTINGS 模式下通過設置HR Units 來選擇。

顯示最大心率值百分比 (%):

5.1/ 心率模式的使用和主要資訊
主要資訊位於心率模式下。

注意 :
•  為獲得心率值資訊，須佩戴胸帶。 （應事先潤濕胸帶）。 正確佩戴後，胸帶將自動發送心率資訊。 更多
使用方式資訊請參考第3段處圖解1.

•  使用心率模式之前，建議用戶先檢查模式下的參數資訊（參考相關章節）是否正確（身高，體重，目標
區）。 如參數設置有誤，則手錶將提供錯誤的顯示資料。 .

進入CARDIO模式後，手錶將搜索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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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

3秒

“如未搜索到信號，手錶將顯示«NO SIGNAL»。”

連接斷開超過5分鐘，顯示將變為 ---。 

按住MODE 鍵3秒可重新搜索信號 

5.2/ 第2行資訊顯示
按LAP/RESET 鍵可更改第2行信息. 

5.2.1/ 訓練計時器
進入CARDIO心率模式後將顯示計時器。 按 START/STOP  可開啟計時器。 之後再按 START/STOP  可
停止計時。  按下LAP/RESET  鍵3秒可歸零。

如手錶位於信號接收區內，則可自動接收胸帶資訊。 
在此情況下，屏幕左上角的心形圖標閃爍，且心率值于第1行顯示。

提示：  1. 只有當螢幕顯示計時器時才可使用計時功能。

2. 如在計時器工作時切換模式，其他模式下將有  圖標顯示。
3. 計時時長區間為0到23小時59分5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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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imer 模式

6.1/ Timer 模式原理
雙重定時器功能可對兩個數值進行重複倒計時，因此可在訓練中分別設定鍛煉時段和休息時段。

6.2 Timer 模式的使用
如果您希望使用定時器模式，請按下Mode鍵直至 TIMER字樣顯示于屏幕上。 手錶將進行幾秒鐘的心率值搜
索（見5.1章），當搜索完成后，您便可通過以下操作來使用雙重定時器功能：
 
按下START/STOP  鍵可開啟第一個定時器 (RUN)，當第一個定時器開始倒計時后手錶將發出提示音，第
二個定時器(REST)隨後開啟。
RUN  鍛煉時段。 
REST  休息時段.
 
此外，此兩個定時器將根據您所設定的重複次數自動依次計時，無需另行操作。 重複次數上限為25次。 

定時器的設置將在SETTINGS模式下完成（見第8章） 
舉例： 您設定訓練時採用以下數值： RUN  3分鐘，REST 1分鐘，2次重複。 按下START/STOP  鍵可隨時
終止定時器 .  再次按下該鍵可重新開始訓練。

5.2.2/ 單圈信息（LAP）
訓練中，您可以測量并記錄您的“單圈時間” (LAP). 只需在計時器開啟后按下LAP/RESET 鍵即可 . 
手錶將持續顯示“單圈時間”5秒。 您也可以在DATA模式下查看您的“單圈時間”。 您可以進行任意圈數
的測量，但僅最後50圈信息將被儲存。 

5.2.3/ 心率目標區（以每分鐘脈搏數或心率最大值百分比顯示）
目標區為您所希望進行訓練的心率區間。 當您的心率值超過目標區上下限時，手錶將進行提示。 可於
SETTINGS模式下進行目標區設置。. 參考相關章節以瞭解更多資訊。
 

目標區可以每分鐘脈搏數顯示，或通過更改SETTING模式下的HR UNIT參數而以最大心率值百分比顯示.

提示：  1. 當設置為ON（SETTINGS模式下）時目標區開啟且訓練計時開始。
2. 當超過心率區上限時手錶將每10秒蜂鳴2次，同時螢幕顯示(▲)圖示。 當超過心率區下限時手錶將
每10秒蜂鳴1次，同時螢幕顯示(▼)圖示。
3. 用戶可以僅設置一個無法達到的心率上限或下限值（例如：心率下限為30次/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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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

7/ 訓練報告模式(DATA)

存儲設置 
初次開啟訓練計時後，手錶將進行初始化設置： 如用戶此時進入DATA 模式，將看到NO DATA資訊顯示。. 
當用戶停止計時後資料將自動存儲： 如用戶此時進入DATA模式，將看到之前的訓練資料。
 
最多可存儲5次訓練。 當手錶儲存已滿后，將自動刪除最遠一次的訓練數據。 

查看已存儲的訓練信息：
最近一次訓練信息將首先顯示。 可根據具體時長及所選的“ CARDIO ” 或 “TIMER”模式來區分訓練。 ».

每次重複間隔時，手錶將顯示下一次重複的序號，總重複次數以及RUN 或 REST。 
    RUN  鍛煉階段
    REST  休息階段。
每次重複期間，按下一次LAP/RESET  鍵可短暫顯示重複序號和階段.
當訓練結束后或計時器停止，長按LAP/RESET 鍵 . “RESET” 顯示于屏幕上，按住該鍵3秒。 您的訓
練數據將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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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中燃燒的脂肪克數。

第一圈(Lap1)所用時長。 

訓練中所消耗的總千卡數。

訓練報告查詢模式：

訓練日期。

平均心率值 (AVG HR) 以每分鐘搏動次數顯示（Bpm  將在)訓練期間顯示），如 HR Units設
定为%則以最大心率值的百分比顯示（BPM將不顯示）。

最大心率值(MAX HR)以每分鐘搏動次數顯示 （Bpm  將在訓練期間顯示） )，如HR Units 設
定为%則以最大心率值的百分比顯示（BPM將不顯示）。

目標區內時長將以小時分秒顯示。 當目標區關閉時數值歸零。

心率訓練細節：

按下LAP/RESET 鍵可切換各次訓練 . 按下START/STOP鍵可查詢訓練信息內容  . 依次
按下LAP/RESET  鍵可切換所選訓練中的信息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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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心率值(AVG HR)  以每分鐘搏動次數顯示 （Bpm 將在)第一圈顯
示），如 HR Units 設定为%則以最大心率值的百分比顯示（BPM將不顯
示）。 AVG HR 和圈數序號(LAP) 將交替顯示。

第8圈(Lap 8)所用時長

平均心率值 (AVG HR) 以每分鐘搏動次數顯示（Bpm 將在) 第8圈顯示）
， 如HR Units設定为%則以最大心率值的百分比顯示（BPM將不顯示）。 
AVG HR 和圈數序號 (LAP) 將交替顯示。

返回初始介面。 按下LAP/RESET  鍵可查看之前訓練信息，或按START/STOP  鍵
以查看該次訓練內容。

已觀看全部訓練數據。

第一圈間隔時間 (SPLIT) 。

第8圈間隔時間(SPLIT)



13/24

337

ZH
訓練中燃燒的脂肪克數。

所記錄的第一個跑步時段 (Run1)及時長。

平均心率值 (AVG HR) 以每分鐘搏動次數顯示(Bpm 將于)第一個訓練時
段內顯示，如 HR Units設定为%則以最大心率值的百分比顯示（BPM將不
顯示）。 AVG HR和圈數序號(LAP) 將交替顯示。

訓練中所消耗的總千卡數。

定時器訓練細節：

訓練報告查詢模式：

訓練日期

平均心率值(AVG HR)以每分鐘搏動次數顯示 （Bpm將在訓練期間顯示)），如HR Units設定
為%則以最大心率值的百分比顯示（BPM將不顯示）。

最大心率值(MAX HR)以每分鐘搏動次數顯示（Bpm 將在訓練期間顯示 )），如HR Units  設
定为%則以最大心率值的百分比顯示（BPM將不顯示）。

按下LAP/RESET 鍵可在各次訓練間切換 . 按下START/STOP  鍵可查看訓練內容。 依
次按下LAP/RESET  鍵可切換選中訓練中的信息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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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心率值(AVG HR) 以每分鐘搏動次數顯示 (Bpm 顯示于)休息時段1，
或在HR Units  設為%后以最大心率值的百分比顯示 (BPM 不顯示) 。 
AVG HR  與圈數序號 (LAP) 將交替顯示。 

已儲存的第二次跑步時段(Run2)及時長。

第二個訓練時段中的平均心率值(AVG HR) 以每分鐘搏動次數(Bpm)顯
示，或在第一次休息時段(Run 2)內將HR units設為%后以百分比(%)顯
示。

已觀看全部訓練數據。

返回初始介面。 按下LAP/RESET  鍵以查看之前的訓練數據或按 START/STOP  鍵以
查看該次訓練內容信息。

第一個休息時段(Rest 1)及時長。

刪除訓練數據

選擇待刪除的訓練信息，按住 LAP/RESET  鍵3秒直至 DELETE字樣消失

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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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數設置模式(SETTINGS)

進行參數設置時，只需相繼按下LAP/RESET 鍵選擇待設參數，之後按START/STOP 進入設置模式，按
MODE 或LAP/RESET  鍵以增減數值，最後通過START/STOP確認即可。 .

目標區設置
進入目標區設置模式後，將顯示目標區類型：

實用資訊： 
-  設置時，LAP/RESET  鍵用於增加數值，MODE 鍵用於減少數值。
-  按住LAP/RESET 或MODE 鍵可快速切換數值。
-  如2分鐘內無任何按鍵操作，手錶將自動退出設置模式。

目標區狀態為關閉(ZONE : OFF)或開啟，開啟狀態下將以每分鐘脈搏數(BPM) 或最大心率值百分比顯示。 
手錶將交替顯示選定的模式及目標區值。
目標區上限或下限值在某一模式下更改後，進入其他2種模式時將自動轉換。
如果您希望更改目標區模式，可通過START/STOP  選擇新模式，之後按 LAP/RESET 鍵進行更改。 . 
再按下START/STOP鍵以確認 , 隨後您將進入目標區數值設置。

定時器（TIMER）設置
 TIMER 模式下的參數設置將在 SETTINGS模式下進行，按下Mode 鍵數次以進入設置模式。
 
進入SETTINGS模式后，請進行以下操作：
-  按一次 LAP/RESET  鍵， SET TIMER 顯示于屏幕。
-  按START/STOP  鍵將進入第一個定時器 RUN (鍛煉)設置。 通過 LAP/RESET  (+) 和 MODE  (-)
鍵來設置秒數。

-  按START/STOP   鍵進入分鐘設置。 通過LAP/RESET  (+) 和 MODE  (-)鍵來設置分鐘。
-  按下 START/STOP  鍵將進入第二個定時器 REST (休息)設置。 通過LAP/RESET  (+) 和 MODE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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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設置秒數  (-). 按下 START/STOP  鍵進入分鐘設置。 通過 LAP/RESET  (+) 和MODE  (-)
鍵來設置分鐘。

-   按 START/STOP  鍵可開啟或關閉之前設定的定時器重複功能，按 LAP/RESET  (+) 或 MODE鍵后， 
 (-), ON 或OFF 將顯示于屏幕。

 
如按下START/STOP  鍵選擇“ON”后，您將進入定時器重複次數設置。
通過 LAP/RESET  (+) 和 Mode (-)鍵進行設置.
 
參數設定后，您有兩種選擇。 如您希望設置心率測量儀的其他參數，則需在返回SET TIMER介面后按下一次
LAP/RESET 鍵 . 如希望退出SETTINGS模式，須按下一次MODE 鍵 .

開啟/關閉定時器重複功能：

ON/OFFON/OFF ON/OFF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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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LAP
/RESET

LAP
/RESET

LAP
/RESET

LAP
/RESET

鬧鐘設置
當您開啟鬧鐘（ON）后，手錶右下方屏幕上將顯示一個小型音符圖標。 該圖標在您關閉
鬧鐘（OFF）后將消失).

ON/OFF ON/OFF

時間設置

提示音設置

您可以開啟(ON)或關閉(OFF)按鍵
音。 

您可以選擇英制單位（磅，英寸，AM
和PM 12小時制以及年-月-日方式）
或歐制單位（千克，釐米，24小時制
以及日-月-年方式）顯示.

單位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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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
/RESET

LAP
/RESET

LAP
/RESET

LAP
/RESET

LAP
/RESET

年齡設置 （周歲）。

身高設置 （根據單位設置以釐米
（cm）或英寸（inch）顯示）。

體重設置 （根據單位設置以千克
（kg）或磅（lb）顯示）。

個人資訊設置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性別 (男(M)或女(F))

秒鐘數值無法精確設置，僅可在按下 START/STOP 鍵進行確認時將秒歸零。 .

日期設置

休息時心率值設置
休息時心率值用於計算訓練中消耗的脂肪克數。 測量方式：睡醒後保持平躺。 幾分鐘後於最平靜狀態下測
量心率值。 幾日後再次依照同樣方式測量，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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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
/RESET

LAP
/RESET

LAP
/RESET

該值的設置方式與其他參數相同
（START/STOP 用於選擇，LAP/
RESET   和MODE 用於設置
數值，之後通過START/STOP 確
認）。

該值的設置方式與其他參數相同
（START/STOP 用於選擇，LAP/
RESET  和MODE 用於設置數
值，之後通過START/STOP 確
認）。

最大心率值設置
最大心率值是您在訓練中可能達到的最大心率。  預設值為220-年齡值後的結果。 該值
將決定以FC max百分比顯示的心率值。. 您將在第10章“訓練原則”中看到關於最大心
率值測量的方式。

心率顯示設置
該參數設置用於顯示心率及目標區值（以每分鐘脈搏數或最大心率值百分比顯示）。 
您可以選用最適合個人情況的參考值。

進入CARDIO 和 TIMER模式後，最大心率值百分比選項將通過以下臨時介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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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3秒

3秒3秒

9/ 手錶初始化

 
 10/ 訓練原則

為確保訓練安全且有效，用戶須瞭解訓練相關的生理參數。 以下建議專為身體健康、無任何病理狀況的運動
人士提供。 我們強烈建議用戶諮詢醫生意見以確定精確的訓練目標區。 請瞭解自身極限，切勿過度！！！

須瞭解數值
為達到最佳體能準備效果，您首先需要瞭解個人最大心率
值(HRmax)，該值以每分鐘脈搏數(bpm)顯示。). 最大心
率值可通過以下公式估算： HRmax = 220 - 個人年齡。 
實際測量後可獲得準確心率值。 

 
 

訓練區間
當進行塑身訓練時，不同的訓練區間所帶來的鍛煉效果不同。 糖分和脂肪的燃燒消耗情況根據訓練強度而
有所不同。
-  體能訓練區間（70 到 80% 最大心率值）運動員將進行長距離體能性耐力訓練。 跑步時長超過1小時。 能
量消耗中包括一部分脂肪，隨著訓練時長的增加，脂肪消耗量越來越多。

-  耐力訓練區間（80 到 90% 最大心率值），運動員將進行心臟和肌肉組織官能鍛煉，中距離速度以及高強
度運動下的耐久力訓練。 完成5到10公里的競速跑。 該節奏下鍛煉者將感到不適和疲勞。 此時能量消耗
幾乎完全以糖分為主，尤其當鍛煉節奏僅持續半小時以內時。

舉例： 年齡為30歲的運動員欲進行有氧耐力訓練以改善體能狀況，並提高其半程馬拉松成績。 針對該目
標，耐力訓練區間將最為有效。

心
率
200

耐力

體能

HRmax =
220 - 個人
年齡

各項資訊將短暫顯示，之後手錶參數將完全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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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心率異常

您發現心率值大幅波動。
檢查胸帶是否佩戴良好且監測儀已潤濕（圖解1，第1頁）：

周圍環境中存在的電磁干擾可能導致脈搏測量值暫時性的不穩定或不準確。 通常因用戶靠近高壓線、電
纜、交通信號燈、電視、汽車發動機、摩托化運動器材、移動電話、電腦螢幕、微波爐或通過電子安檢門時
而導致。

其他可能影響脈搏測量結果的因素有：
- 衣服碰撞胸帶或靜電負荷過高。
- 上身毛髮過密。
- 胸帶上有汙跡。

當脈搏測量值不穩定時，請於第一時間檢查是否有上述情況出現。

11.2/ 胸帶檢測功能

如  圖示未閃爍： 
- 縮短胸帶和手錶間的距離。
- 調整胸帶位置並將監測儀潤濕到位。 
- 檢查電池，尤其是胸帶的電池。 
-  在 CARDIO 或TIMER模式下，長按 MODE 鍵以使手錶和胸帶同步。 . (見5.1章）

如果胸帶與手錶的連接暫時斷開，第1行所顯示的心率值為0.

如胸帶與手錶斷開連接超過5分鐘，顯示將變為---。 按住 MODE 鍵3秒，  可重新搜索
信號。 (見5.1章）

11.3/ 冠狀動脈支架植入人士使用建議
冠狀動脈支架可能影響胸帶與手錶間的心率信號傳輸，建議該類用戶將胸帶佩戴于胸部上方。

11.4/ 顯示異常閃爍或功能異常
電池可能低電，須進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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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術規格

13/ 有限擔保

OXYLANE向本產品的第一手購買者提供無品質問題擔保。 本產品自購買之日起保修兩年。 請妥善保管產品
發票以作爲您的購買憑證。

以下情況不在保修範圍之內：
•  因不當使用、無視注意事項使用、事故、保養不善或將產品用於商業用途而導致的損壞
•  由未經OXYLANE授權人員進行維修而導致產品損壞。
• 電池，外殼裂痕、破損或有撞擊痕跡。
•  保修有效期間，用戶可享受產品的免費維修或更換服務（由經銷商認定）。
• 彈性固定帶為易磨損部件，不在保修之內。

手錶
心率

測量胸帶

防水性 5 ATM 1 ATM

產品待機時間（連同胸帶）

1 小時/周 20 個月 32 個月

4 小時/周 15 個月 10 個月

存儲量
5次訓練，50圈 (CARDIO) 或25次

重複 (TIMER)單次訓練

許可值範圍

目標區
心率

30 – 230 次搏動/分鐘

心率 30 – 230 次搏動/分鐘

通信協議 5.3 Khz 加密信號 5.3 Khz 加密信號

有效傳輸距離 使用中1米，檢測距離0,5米
使用中1米，檢測距

離0,5米

工作溫度 -10°C 到 50°C -10°C 到 50°C

電池類型 CR 2032 CR 2032

重量 48克 64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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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電池

手錶

注意，當手錶顯示中出現異常閃爍或功能異常時，通常表明電池電量耗
盡，須進行更換。 更換電池時： 請用戶至產品銷售點進行更換。 如自
行更換電池，可能會導致密封圈破損，使產品防水性喪失並無法享受保
修服務。 電池的使用壽命由商店內存放時間以及具體使用情況決定。 

胸帶
如胸帶測量到的心率值不准或無法正常接收心率信號，但手錶仍處於信號接收區內，則可能需要更換胸帶的
電池。您可以自行更換胸帶電池，無需任何特殊工具（見圖解4）。如有問題，請聯繫經銷商。

在您的電子產品及其電池使用壽命結束之後，請將其置於專門地帶以便
回收利用。

15/ 聯繫我們

我們十分希望得到您關於產品品質、功能或使用方面的建議和意見： www.kalenji.com
 
我們保證在最短的時間內為您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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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es piles

Montre
Attention, un clignotement anormal de l’affichage ou une 
quelconque anomalie de fonctionnement indique généralement 
que la pile est déchargée et qu’il convient de la remplacer. Pour 
changer votre pile : adressez-vous au point de vente où vous avez 
acheté votre produit. En la changeant vous-même, vous risquez 
d’endommager le joint et de perdre l’étanchéité ainsi que la garantie 
du produit. La durée de vie de la pile est influencée par la durée 
de stockage en magasin et la façon dont vous utilisez le produit. 

Ceinture pectorale
Si les indications de fréquence cardiaque deviennent incohérentes ou si le signal de réception 
du signal cardiaque ne réagit pas de manière normale, alors que la montre est placée dans 
le cône de réception, il peut être nécessaire de changer la pile de la ceinture thoracique. 
Vous pouvez changer vous-même la pile de la ceinture, sans l’aide d’outil spécialisés (schéma 4). 
En cas de problème, contactez votre revendeur.

Déposez les piles ou batterie ainsi que le produit électronique 
en fin de vie dans un espace de collecte autorisé afin de les 
recycler.

15/ Contactez nous

Nous sommes à l’écoute de vos remontées d’informations, quant à la qualité, la fonctionnalité 
ou l’usage de nos produits : www.kalenji.com
 
Nous nous engageons à vous répondre dans les plus brefs délais.

www.support.geonau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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