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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谢您选择了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欧比特”）的

产品：爱随芯动智能手表，为了使您能尽快熟悉爱随芯动智能手表，请仔细阅读本

手册。  

本资料著作权属珠海欧比特所有。未经著作权人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

得以任何方式摘录、复制或翻译。侵权必究。 

由于产品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完善，本资料中的个别内容可能与实际产品不

完全相符，敬请谅解。本使用说明书中如有错误和疏漏之处，热切欢迎您的指正。 

 

 

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东岸白沙路 1号欧比特科技园 

电    话：  400-830-8118     

网    址：  www.myowatch.com 

邮    编：  51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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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图 1.1 爱随芯动智能手表实物图 

爱随芯动智能手表主要实现对老人和儿童的安全呵护和关爱，通过实时定位、

语音通话等功能随时掌握老人和儿童的活动轨迹及相关状况。本产品由智能手表和

手机客户端（APP“爱随芯动”）两部分组成，其中智能手表部分是一款手环式腕表，

手机客户端是智能手机软件应用程序，智能手表必须配合手机客户端才能使用。通

过佩戴智能手表，用户可及时了解智能手表的出行环境信息，并伴有贴心提醒。 

2 功能特点 

爱随芯动智能手表主要是基于 GPS 卫星定位及 LBS 手机基站定位技术，支持数据

及语音通讯的新一代可穿戴智能终端产品–“智能手表”；其数据通讯及传输与手机

APP 应用软件结合，可准确快捷地定位儿童、在校子女、老人的地理位置，为用户提

供亲情关怀的信息服务，随时传递关爱，呵护家人的安全。主要功能如下： 

●安全区域 

您可以设置多个安全区域，小孩或老人进出安全区域，您就会收到 APP 端发送的

智能提醒，加倍呵护，安全随行。 

●紧急求救 

 长按 SOS 键，手表自动向紧急号码发送求救通知，并自动循环拨打电话，为小

孩或老人的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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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服务 

精准定位：LBS+GPS 室内室外双重定位，每分钟定位一次，您可以精准的知道小

孩或老人的确切位置 

轨迹查询：您可以查看他当前正在进行中的轨迹，也可回放他行走的历史轨迹，

了解他去过了什么地方，一目了然，倍感放心。 

●亲情通话 

  可设置三个亲情号码，聊一聊沟通感情，白名单机制，防止误拨，并自动过滤

陌生的骚扰电话 

●远程听音 

  随时随地听听小孩或老人周围的声音，及时掌握他的动态及所处环境，远离危

险，减少隐性伤害。 

●闹钟提醒 

 通过手机 APP 或网页设定闹钟，提醒小孩起床，做作业等养成良好习惯，并可

以成为提醒老人吃药，锻炼身体的生活小贴士。 

 

3 产品参数 

表 3-1 爱随芯动智能手表参数表 

序号 名称 参数说明 备注 

1 通信模块 GSM900/1800，GPRS  

2 定位方法 GPS 芯片，LBS 基站定位  

3 待机时长 80-90 小时  

4 充电方式 USB 充电  

5 定位精度 室内 30 米，室外 5米  

6 电池 350mAh 凝胶锂电池  

7 表带 食品级有机硅橡胶  

8 APP Android 4.0 及以上，iOS 7.0 及以上  

9 认证标准 3C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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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产品尺寸 225mm*42mm*13mm  

4 使用入门 

4.1 产品装箱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爱随芯动智能手表（OW01 1 块 

2 电源适配器 1 个 

3 USB 充电线 1 条 

4 重要事项说明 1 张 

5 使用说明书 1 份 

6 合格证 1 个 

    

4.2 电池充电 

注意：首次使用本机时，应确保电池电量充足。 

●将充小口 USB 插入智能手表充电口中，将充电线 USB 接口端连接到电源适配器

上，将电源适配器插入 AC220（交流电 220V）电源插座。 

●本机为一体机，无法单独取出电池，勿拆卸本机。 

 

图 4.1  智能手表充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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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总体外观 

5.1 按键示意图 

 

图 5-1 智能手表按键示意图 

注：您所购买的智能手表颜色可能与本手册或包装上所示的颜色不同，图片仅供

参考。 

5.2 按键功能描述  

序号 按键名称 按键定义 

1  开机/SOS 键 

未安装“SIM”卡，待机状态下，长按“开机/SOS 键”3

秒左右，手表自动关机； 

关机的状态下:长按 1秒，手表开机； 

休眠状态下:按下开机键，手表屏幕开启； 

开机状态下：长按 5秒，手表向绑定手机发出求救信号；

当手表与手机通话时按下“开机/ SOS 键”可挂断电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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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电话薄。 

2 功能键 

开机状态下：长按“功能键”直接拨打管理员手机号码，

连按两下“功能键”进入手表电话薄，按“功能键”选择

号码，长按 “功能键”拨打选定号码。APP 家庭成员号

码呼入时按“功能键”可接听来电 

休眠状态下:按下功能键，手表屏幕开启。 

3 复位孔 

开机状态下，使用撞针按下复位孔手表复位后自动关机。

长按“开机/ SOS 键”3秒左右，手表自动开机。 

6 设备操作 

6.1 手表开机 

●开机：长按开机键 1秒，手表开机成功屏幕开启显示“orbita”并伴随开机音

乐。 

 

图 6-1 开机/SOS 键指示图 

6.2 关机 

●方式一：开机状态下，使用撞针按下复位孔手表关机； 

●方式二：通过 APP 可实现对智能手表的远程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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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一键求救 

●长按智能手表 SOS 键 3 秒以上，手表会自动向“家庭成员”号码发送当前位置

信息，自动循环拨打“家庭成员”号码 3次，直到接通为止，按“开机/SOS 键”挂断

电话。  

 

图 6-2 功能键指示图 

 

7 APP 功能应用操作 

7.1 APP 下载 

●步骤一：下载安装爱随芯动智能手表 APP； 

方法：通过手机扫描器（百度/QQ 浏览器）扫描二维码，如图 7-1 所示，进入到

网页，选择用户手机操作系统所支持的 APP 版本，点击下载； 

 

图 7-1 APP 下载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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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下载完毕后，点击“安装”进入软件安装界面，点击“下一步”提示

此爱随芯动 APP 在工作过程中需要或得的权限，点击“下一步”安装，直至安装结束，

点击“打开”软件或“完成”即可。安装步骤如下图 7-2 APP 安装步骤所示。 

                    

图 7-2 APP 安装步骤 

7.2 用户登录 

新安装的爱随芯动 APP 第一次打开后会有（如图 7-3 所示）提示页面，简要介绍

APP 的主要功能。点击“立即体验”即可进入 APP。 

     

图 7-3 初次打开爱随芯动 APP 时提示界面 

成功打开爱随芯动 APP 后进入登录界面，如图 7-4 所示，新用户需要注册账号，

注册新账号步骤如下： 

●步骤一：打开爱随芯动智能手表 APP，进入登录界面，点击“新用户”注册； 

●步骤二：输入手机号码，手机号码即为你的 APP 账号。点击“下一步”系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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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验证码到你的手机上，输入正确的短信验证码，填写自己的密码，点击“注册”

即可注册成功。如图 7-5 所示（已注册的用户直接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即可完成登录， 

APP 可自动记住当前密码，下次登录时，可免输入密码登录软件。） 

 

          

图 7-4 APP 登陆界面 

                

 

图 7-5 新用户注册步骤图 

首次登录成功后会有添加设备提示界面，添加步骤详见 7.4.1 节。 

7.3 忘记密码 

忘记密码的用户可以通过你注册时使用的手机号回密码，由登录界面点击“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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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进入到如图 7-6 所示的忘记密码操作界面，输入你注册所用的手机号码，点击

“完成”，系统会将你的密码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你的手机上，APP 也会自动跳转回登

陆的界面，填写你收到短信中的密码即可成功登陆。  

 

图 7-6 用户找回密码操作界面 

7.3 APP 主界面 

 打开 APP 并登录进入到主界面，主界面图中各个图标功能指示如图 7-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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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APP 主界面图 

各项图标的详细功能介绍见表 7-1。 

表 7-1 APP 主界面图标功能介绍 

序号 图标 功能介绍 

1 

 

选择添加、绑定的智能手表。 

2 

 

菜单选项，内含智能手表的用户设置、宝贝设置、亲情号码设置、

闹铃设置等进行全面的系统设置，可以查看智能手表相关信息等。

3 
 

拨号通话，通过爱随芯动 APP 监听智能手表所处环境声音，手智

能表端无任何显示或声音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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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手表当前所在地理位置。 

注意：如果无实时位置则显示最后一次定位位置。 

5 
 

可查询宝贝在近一个月内的历史活动轨迹。 

6 
 

基站定位，显示智能手表处于基站定位的模式。 

7 
 

GPS 定位，显示智能手表处于 GPS 定位的模式。 

8 
 

电量提示，在手机 APP 端显示目前手表的电量。 

9 

 

查看宝贝的健康运动数据情况，包括行走步数、行走距离、消耗

卡路里、历史数据统计和互动奖励等。 

7.4 APP 设置 

从 APP 主界面点击左上角的 图标进入设置界面，通过设置选项可以对智能手

表进行全方面的设置、查看手表相关信息等。 

       

图 7-8 APP 设置界面 

设置选项菜单中详细的功能介绍如表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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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APP 主界面图标功能介绍 

序号 图标 功能介绍 

1 

 

用户信息，可填入手表的详细信息、手表号码，并且可以查看智能

手表的设备号及设备号二维码。如果你同时管理几个手表，你可以

选着拨动左上角头像进行选择。 

2 
 
信息中心，用户可查看从智能手表发出的信息及系统的提示信息。

3 
 

安全区域，可以设置智能手表安全区域，当手表离开或进入安全区

域时，均有消息提示。 

4 
 

家庭成员，绑定同一个智能手表的用户均是宝贝的家庭成员，可以

查看宝贝的位置等信息。同一个智能手表可以被多个用户绑定，但

只有一个管理员。同时家庭成员的电话号码也是亲情号码，被设置

为亲情号码的用户才有权限对智能手表进行爱心监听。 

5 
 

手表工具中包括寻找手表、闹钟提醒、静默时段以及短信通知。寻

找手表点一下手表会发出声音使用户可以找到手表的位置；闹钟提

醒中可以为宝贝设置多个闹钟让宝贝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静默时

段中用户可以设置多个静默时段打电话会没有声音。屏幕会亮，寻

机会震动。闹钟会响；短信通知关闭后，按 SOS 将不会有短信给手

机，但是还是有推送给 APP。 

6 
 

APP 系统设置可以设置 APP 提醒方式，选择离线地图，修改 APP 的

密码。 

7 
 

APP 升级点击右下角第二个下载包，就会自动检测更新为 APP 最新

版本。 

8 
 

APP 版本说明点击左图最右下角的图标，包含意见反馈安装许可协

议和 APP 二维码。点开 APP 二维码，可以供其他人下载 APP 。 

7.4.1 添加手表 

新用户在登录爱随芯动 APP 后，首先需要将智能手表和手机 APP 进行绑定，才能

正常使用手表。一个爱随芯动 APP 最多可以绑定 16 个智能手表，但是同一时刻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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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智能手表进行相关操作，具体设备绑定操作如下所示： 

●使用爱随芯动智能手表 APP，注册新用户或登录成功后，点击屏幕右上角 项

按钮弹出下拉菜单如图 7-9 所示，点击“添加手表”按钮后根据图 7-10 添加手表流

程图所示扫描智能背面的二维码或手动输入产品说明书中的 WID 号添加手表。         

                          

图 7-9 手机 APP 添加手表操作界面         图 7-10 APP 添加手表示意图 

7.4.2 用户设置 

新用户在绑定设备后可填入宝贝的身高体重，用于对宝贝的健康监测，之后用户

可设置宝贝的昵称和手表电话号码进行设置，用户填写完昵称和正确的电话号码后点

击确定即可。如图 7-11 所示 

                 

图 7-11 用户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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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关注宝贝的人 

在“菜单”选项中“家庭成员”中可以查看所有关注宝贝的人。最先绑定手表的

用户默认为管理员。管理员可以对智能手表进行功能设置和信息查阅，而非管理员只

能对智能手表进行信息查阅，不能对智能手表进行功能设置和修改。如图 7-12 所示 

 

图 7-12 用户设置界面 

7.5 安全区域 

用户可以在爱随芯动 APP 显示地图上选择直径为 500m～2000m 圆形或边长为

500m～2000m 的正方形范围的安全区域，智能手表利用 LBS 定位及 GPS 定位实现精确

的地理位置定位，当智能手表离开或进入到安全区域时，均会有消息推送提醒。安全

区域设置步骤为： 

步骤一：打开并登陆爱随芯动 APP，选择相应要设置的智能手表，点击菜单→“安

全区域”； 

步骤二：点击“ ”，APP 画面会显示出当前地图，点击地图选择想要设置为安

全区域的原点，如果当前地点不是想要设置的原点，可以拖动地图寻找目标原点，安

全区域原点定了后，点击屏幕左上角的“ ”切换区域形状，拖动屏幕上方的尺子，

可以改变安全区域的大小。具体操作界面如图 7-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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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安全区域设置界面 

步骤三：点击屏幕下方的“设置”，为安全区域命名，可选择系统设定好的的多

种地名，也可以新输入名称，同时还可以设定终端列表以及报警规则，设置完成后点

击“完成”即完成了对智能手表活动安全区域的设定操作。具体操作界面如图 7-14

所示。 

 

图 7-14 用户设置界面 

步骤四：用户可以通过查看已设定的安全区域并进行修改，修改步骤同步骤一、

二、三。在安全区域列表中最多可设置 10 个安全区域，长按其中一个安全区域可以

删除该安全区域。会提示“是否要删除”，点击“确定”即删除了已设定的安全区域。 

7.6 宝贝设置 

 在爱随芯动 APP 中点击菜单选项，点击宝贝头像进入到宝贝设置界面，可以对宝

贝的详细信息进行设置，包括“昵称”、“生日”、“性别”、“身高”、“体重”以及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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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SIM 卡心思等，并只有管理员才有权限进行设置，其他绑定手表的亲情号码的监护

人只能查看该信息。点击右上方的“ ”可以修改昵称，点击宝贝头像可以从手机

相册中选择宝贝头像或者直接现场拍照作为宝贝头像。点击二维码可以显示手表的二

维码与 WID 号等手表信息便于他人添加手表。只有设置了正确的宝贝信息和实际对手

表的运动情况进行合理计算，才能得出健康监护的相关数据。具体操作界面如图 7-15

所示。 

注：如不设置此内容，健康监护上的数据将不准确。 

 

图 7-15 宝贝设置界面 

7.7 家庭成员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选择家庭成员，点击“ ”，添加完正确的电话号

码和亲情关系后点击确定，亲情号码不限定为手机号码，也可以是座机电话。只有亲

情号码才能与智能手表通话，资费标准请参考当地运营商。家庭成员总计可以添加 16

个，一个管理员，其他全部是备用管理员。操作界面如图 7-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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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亲情号码设置界面 

管理员可以把其他人删除或转移自己管理员权限，点击那个设置图标。可以进行

取消关注、管理员提交与选择是否允许添加新的家庭成员，移交管理员与是否允许添

加新的家庭成员操作仅限于管理员本人。在家庭成员界面长按某个家庭成员可以进行

编辑、删除等操作非管理员除了能删除自己，不能删除他人。操作界面如图 7-17 所

示。 

 

图 7-17 亲情号码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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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手表工具 

7.8.1 闹钟设置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选择“手表工具”→“闹钟提醒”，点击“ ”，

即可填写时间设置和闹钟周期完成闹钟添加。在闹钟设置界面长按某一设置好的闹钟

可选择删除该闹钟。操作界面如图 7-18 所示。 

注：请不要在小孩正常上课时间段设置闹铃。 

 

图 7-18 闹钟设置界面 

7.8.2 静默时段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选择“手表工具”→“静默时段”，点击“ ”，

选择用户需要的静默时段和静默时段的周期点击“完成”即可，静默时段开启后，打

电话会没有声音。屏幕会亮，寻机会震动。闹钟会响。如要删除静默时段，主界面长

按某一设置好的静默时段即提示是否删除该静默时段，点击“删除”即可。设置静默

时段的操作界面如图 7-19 所示 



                                                          爱随芯动智能手表使用说明书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9 

 

图 7-19 静默时段设置界面 

7.8.3 远程关机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选择“手表工具”，可点击“远程关机”会提示向

手表发出远程关机的指令，选择“确定”即可通过 APP 使手表关机。只有管理员才有

此功能，非管理员无此功能。操作界面如图 7-20 所示。 

 

    图 7-20 远程关机界面 

7.8.4 寻找手表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选择“手表工具”，点击“寻找手表”手表便会自

动发出声响，按下手表上的任意键响声便会停止。如图 7-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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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 短信通知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选择“手表工具”，最下面一项是是否开启短信通

知的选项。开启后当手表电量低或遇紧急情况时会向手机发送短信通知。此功能默认

为关闭，关闭时手机将收不到 SOS 求救信息，但有信息推送给 APP；打开此功能，手

机将收到 SOS 求救信息，并有信息推送给 APP。如图 7-22 所示 

 

图 7-22  开启短信通知界面 

注：打开“短信通知”功能时，智能手表里的 SIM 卡将会产生相关的短信费用，此费用由客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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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承担。 

7.9 信息中心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选择“信息中心”，当手表向家庭成员发出求救信

息或手表电量低时所发出的监视信息以及系统信息都会在信息中心中提示显示。如图

7-23 所示 

 

图 7-23 信息中心操作界面 

7.10 系统设置 

7.10.1 通知设置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点击右下方的“ ”图样，点击“通知栏”会出

现下拉菜单在下拉菜单中用户可以选择“声音”、“震动”、“声音加震动”以及“静默”

的 APP 推送提示方式。操作界面如图 7-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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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通知设置操作界面 

7.10.2 离线地图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点击右下方的“ ”图样，点击“离线地图”用

户可以下载离线地图（建议 Wi-Fi 环境下载）。操作界面如图 7-23 所示。 

 

图 7-23 离线地图下载界面 

7.10.3 修改密码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点击右下方的“ ”图样，点击“修改密码”用

户可以修改目前的账号的密码，输入旧的密码与新的密码即可完成修改，如果旧的密

码输入错误则不能完成修改密码的操作。修改密码操作界面如图 7-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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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修改密码操作界面 

7.10.4 退出账号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点击右下方的“ ”图样，点击屏幕最下方的“退

出账号”可以推出当前的 APP 账号选择登陆其他的账号。如图 7-25 所示。 

 

图 7-25  退出账号操作界面 

7.11 检查更新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菜单选项，点击右下方的“ ”图样，就会自动检测更新为

APP 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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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关于我们 

打开爱随芯动 APP 设置选项，击右下方的“ ”图样，用户可以查询爱随芯动

APP 版本号，向我们反馈用户的意见，查看详细的安装许可协议，显示下载 APP 的二

维码。操作界面如图 7-26 所示。 

 

图 7-26 关于我们界面 

7.13 爱心监听 

爱随芯动智能手表具有语音通话功能，通过爱随芯动 APP 随时可以实时监听到手

表所处环境的声音，实现静默监听。此功能会产生相关通过资费，资费标准请参考当

地运营商。具体操作步骤为： 

打开爱随芯动 APP 登录进去到主界面，选择当前需要监听的智能手表设备，点击

屏幕下方监听图标“ ”，即会出现拨打电话或监听的选项。正常情况下，可以

听到智能手表所处环境的声音，而智能手表处无任何声音或指示灯显示。如图 7-27

所示 

注：如果手机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或“您拨打的电话暂不在服务区

内…”，请确保智能手表电量充足且所处地理位置移动通信信号正常，功能服务费已

到期的用户请及时对智能手表进行功能服务费续费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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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7 爱心监听操作界面 

7.14 一键求救 

紧急情况下长按智能手表 SOS 键，手机响起警报信号并提示接听电话，接听电话

成功即可与手表建立语音通话。 

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通过资费，资费标准请参考当地运营商。 

7.15 历史轨迹查询 

智能手表采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可对当前智能手表的地理坐标进行记录。爱随芯

动 APP 可方便查询智能手表一个月内的历史活动轨迹。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打开爱随芯动 APP 登录进入主界面，点击屏幕下方的“ ”图

标，开启“基站定位”与“轨迹线”可以查询当天的智能手表活动轨迹，也可以选择

查看时间，查询近一个月的历史轨迹。如果没有出现活动轨迹，请确保所查询当日智

能手表是否是在电池电量充足。点击屏幕左下方的“ ”图标可以在地图显示主

界面与历史估计显示界面相互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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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历史轨迹查询操作界面 

步骤二：查看历史轨迹，点击红色或蓝色的定位点，可以查看智能手表所在位置

的时间。点击“ ”图片可以查看当前轨迹的终点位置，点击“ ”可以查看当前

轨迹的起点位置，点击“ ”可以播放轨迹运动过程，点击“ ”可以查看轨迹运

动的下一地点，点击“ ”可以查看轨迹运动的上一地点。如图 7-29 所示 

 

图 7-29 历史轨迹查询界面 

7.16 实时定位 

打开爱随芯动 APP 登录进入主界面，点击屏幕下方的“ ”图标称后可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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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到当前显示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您的宝贝。 

7.17 健康监护 

智能手表内集成的 3D 运动传感器，能够对手表每天的运动步数、消耗卡路里量、

移动距离以及互动奖励进行统计。操作步骤为： 

步骤一：打开爱随芯动 APP 登录进入主界面，点击屏幕下方的“ ”图标。 

步骤二：查询当日的宝贝行走计步的步数以及最近七天的总计步数与平均每日的

计步步数。如图 7-30 所示 

     

图 7-30 健康监护查询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