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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册以制造商的原国家语言编写，然后翻译成使用国家语言。它是产品的组成部分。

Technogym保留随时更改产品和相关文档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只有遵守以下注意事项，Technogym s.p.a才对产品负责。
- 按其规格使用产品。
- 已仔细阅读用户手册的所有部分。
- 安装地点符合用户手册中规定的要求。
- 电气设备符合使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
- 穿着适当的服装。
- 毛巾或其他物品未放在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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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全的重要说明

实施任何营养摄入计划或饮食控制计划以及订立任何伸展或练习计划之前，必须咨询医师或具有相关资
质并经授权的医疗健康从业人士。决定实施任何可能对健康产生影响的活动或者做出任何选择之前，最
好深入地调查并了解相关信息。 
使用产品之前，请阅读所有说明。编写这些说明的目的在于保证用户安全并保护产品。
使用电动设备时，必须采取包括以下内容在内的基本预防措施。

	 危险
为减少触电危险，在使用后以及清洁或保养前，必须立即将插头从电源插座中拔出。
	 警告
为了降低烧伤、火灾、触电或人身伤害等风险，请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不得接通产品的电源插头。在不使用产品时、清洁前以及安装或拆除电气部件前，
请拔下电源插头。
请避免儿童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接近产品；父母和其他看管儿童的人员必须对其负责，并且避免发生产品
设计未考虑的情况和行为。在有儿童在场的情况下，必须谨慎看管，从产品使用方面考虑其身心发育。本产
品绝对不能当作玩具。确保13岁以下的儿童远离本产品。
只有在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的谨慎看管下，才可让残障人士靠近或使用产品。
仅将产品用于用户手册中明确规定的用途；按照手册中指示的方式和条件，进行适用于此类产品的练习。
任何其它用途均被视为不当使用，是危险行为。
请勿使用非Technogym建议的零配件。
在电缆或电源插头受损、工作异常、掉落/损坏或掉落到水中时，切勿操作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请联系
Technogym技术支持服务部门。
请勿抓住电源电缆来拉动此产品或将电缆用作手柄。
电源电缆应远离热表面。
请勿将手靠近运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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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使物品掉入或将其插入开槽中。
为了断开电源，请将所有控件转至关闭位置，然后从插座上拔下插头。
请勿在户外使用。请勿在使用喷雾产品或处理氧气的场所内操作产品。

	 警告
仅将产品连接到正确接地的插座上。请阅读接地说明。

保存这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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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

开始任何练习之前，建议仔细阅读本手册的全部内容并熟悉产品的控制命令。
使用本产品时，必须持有针对打算进行的练习类型的医生证明，并符合Technogym规定的使用条件。
开始一项训练计划之前，请先咨询医生，以专门列出使用本产品时的任何限制。
如果在训练期间感到不适（头晕、胸痛等），请立即停止练习并征询医生的意见。
在开始每项练习时，请在产品上正确就位，小心可能会造成阻碍的部件。
训练的设定须符合自身的身体条件和健康状况，从强度不高的负重开始。
请勿过度劳累或训练至筋疲力尽。若出现疼痛或异常症状，请立即停止训练并征询医生的意见。
不正确或过度的训练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
训练期间，请穿着合适的服装和鞋子；切勿穿着宽松的服装。请将长发绑起。请保持服装和毛巾远离运动
部件。
在使用期间，其他人必须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请勿在宠物在场的情况下使用产品。
完全安装好后才可以使用产品。每次使用之前，请检查产品。如果产品运行异常，请勿继续使用。
请在硬质水平表面上组装和操作产品。
请保持所有部件（例如电源线和I/0开关）远离液体物质，以避免触电。
请保持产品处于良好的操作状态之下。如果发现有磨损迹象，请联系Technogym技术支持服务部门。
切勿尝试对产品进行用户手册中未提及的保养操作。
请勿在产品框架或屏幕上放置任何物品。关于水瓶和小型个人设备的放置，请遵循使用手册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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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符合人员安全和健康要求；但是，它的某些区域仍然可能会导致不明显的风险。因此，建
议特别注意潜在的四肢挤压危险。 
Technogym不对由故障或下列原因引起的损失负责：未经授权的维护操作，使用不当，事故，疏忽，组
装或安装错误，由产品所在环境中任何建造活动产生的碎块，由产品定位引起的氧化或腐蚀现象，未经
Technogym书面授权而进行的任何修改或调整，用户未遵守用户手册中与使用、操作和维护相关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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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B A

D E

TECHNOGYM RIDE产品是一款家用设备，适合在家居环境的内部使用。根据ISO EN 20957-1标准，本设
备属于SA级别。

图中给出的数值仅供参考；如需准确信息，请查看产品上的标签。

制造商和产品的识别信息

A -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B - 生产地点

C - 产品描述

D - 电气特征

E - 序列号及生产日期

F - 产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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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A. 屏幕
B. 手柄
C. 鞍座
D. 踏板
E. 踏板曲轴
F. 多功能按钮

G. 鞍座调节杆
H. 手柄调节杆
K	 水壶座
L. 移动用轮
M. 电话支架 
N. 移动的抓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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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使用说明

TECHNOGYM RIDE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用途为自行车测力计，且仅可用于此用途。任何其它用途均被视为
不当使用，是危险行为。

要调节手柄的高度，请操作调节杆（H）。 
- 站立在手柄旁。
- 完全抬起调节杆（H）。
- 通过保持调节杆（H）抬起，将手柄移至所需高度。
- 将调节杆（H）向下返回至初始位置。 

设定手柄高度后，调节屏幕的倾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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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R

P

使用调节杆（Q）横向调节鞍座。
-  转动调节杆（Q）。
- 水平移动鞍座。
- 将调节杆（Q）返回到初始位置以锁定鞍座。 

如果要提高鞍座的高度，只需将其向上抬起。如要降
低鞍座，需要操作调节杆（R）。
鞍座位置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肢体的错误运动。

在踏板曲柄的中央有一点，用于指示踏板轴。此处有
一刻度尺，用于精确调节鞍座的高度。
鞍座的每一自动刻度为12 mm（0.47 ’’）。如需对
鞍座进行小于12 mm（0.47 ’’）的调节，请操作鞍
座的螺钉（P）。 
- 转松螺钉（P）。
- 调节鞍座的高度。
- 拧紧螺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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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产品随附两个适配器，用于调节踏板曲柄的长度。

适配器上标有方向：
L - 左，用于左侧踏板

R - 右，用于右侧踏板。

- 从踏板曲柄上拆下踏板。
- 拆除现有适配器和相关板；该适配器具有中心

孔（踏板曲柄长度172.5 mm -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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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新的适配器及相关板。 
- 使用47至54牛米的扭矩拧紧踏板。

根据踏板曲柄的长度选择适配器的方向，使长度达到
70 mm（6.7 ''）或175 mm（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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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上鞍座并抓住手柄，在这个姿势下检查当踏板处于低位时，腿是否能够完全伸展。 
坐在鞍座上，身体向前倾的同时保持背部挺直，双手放在手柄两端；双臂略微弯曲。避免侧向移动。
双脚保持平行，以免刮蹭到产品的外层。

调节踏板的系带。
- 将角尖伸到专门的位置，前脚掌应超过踏板轴。
- 拉紧系带扣，使脚完全插入并与蹬座贴合。 

注意鞋带和穿着的服饰中其他有可能卷入槽缝中
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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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将产品纵向放置。损坏、失稳和倒翻危险。

请勿攀爬或坐在后部保护罩上，请勿在保护罩上进
行伸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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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阅读产品上的标签，标签上注明了可能存在
的风险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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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按钮

多功能按钮位于手柄上；两个位于外侧，两个位于内侧。
这些按钮的功能因运动类型而异。
例如，按下绿色的“启动”按钮开启坡度运动模式时，这些按钮的功能如下。
- 同时按下外侧按钮会影响前部齿圈 
- 单独按下外侧按钮会影响齿轮组 
- 单独按下内侧按钮可修改坡度

在恒定功率运动模式下，所有按钮都可修改目标功率。 
外侧按钮以更大的增量更改数值；内侧按钮的增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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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V

X

Y

Z

LIVE界面

V HDMI输入端口（HDCP 2.2），为镜像设备保留
X USB端口，为镜像设备保留
Y 耳机连接器
Z NFC传感器/RFID读取器

将个人装置连接到屏幕背面的插座后，触摸APPS框，然后点击连接外部装置的框。
如需查看兼容设备列表，请访问http://www.technogym.com/livesources网站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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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

RegisterNew here?

Use your Technogym account to login

LOGIN WITH

TECHNOGYM

TECHNOGYM
WELCOME TO

Julia Blaze

注册和个人资料
首次开启产品时，请进行基本设置。
需要进行的第一步操作是注册。 
家庭的每个成员，产品的每位用户，都可以注册并创建自己的个人资料；这样，每次锻炼的结果都会记录
在个人资料中。
如果您已经拥有Technogym帐户，只需连接即可。
为了进行连接，请使用NFC传感器或QR码。

第一个注册的人是管理员。 
与其他用户相比，管理员还有删除用户的权限。

创建个人资料后，只需单击个人资料图标即可访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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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00:00
LEVEL

1
DISTANCE

0.00
RPM

0START

TIME

00:00
LEVEL

1
DISTANCE

0.00
RPM

0START

A B D C

A E D C

命令栏
内容和命令根据所在界面以及正在进行的锻炼类型而有所不同。

但是，某些命令始终存在。
A. 触摸主页符号可返回到 个人资料的主页。
B. 触摸齿轮键可更改设置。
C. 触摸音量符号可更改音量。
D. 触摸蓝牙符号可连接您的个人设备。 
E. 触摸箭头符号可返回到上一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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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

28.5

Device 01

Device 02

Device 03

与蓝牙集成
如何使用蓝牙
蓝牙的功能允许： 
- 连接蓝牙耳机
- 连接蓝牙/ANT +心率监测器 

连接蓝牙耳机
1. 启用耳机的蓝牙连接，并启用配对方式。

 启用Live的蓝牙连接。 

2. 选择您想要连接的设备：触摸耳机符号。

3. 打开设备清单；选择自己的设备。

连接蓝牙心率监测器
1. 启用Live的蓝牙连接。

2. 选择您想要连接的设备：触摸心形符号。 

3. 打开设备清单；选择自己的设备。 

如需查看兼容设备列表，请访问Technogym.com网站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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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性

产品重量 67 kg (220 lbs)

用户最大体重 160 kg (287 lbs)

用户的身高 155 - 205 cm（大约5 - 6.7'）

电源 12V   4.5A

电源 输入 100-240 Vac 50/60 Hz 2.5A
输出 12V   7.5A

噪音 小于70dB

防护等级 IP 20

工作温度 +5°C至+35°C（+41°F至+86°F）

制造商 Technogym s.p.a.- 意大利
via Calcinaro 2861 - 47521 Cesena FC

仅使用提供的电源。

1444 mm（4.73')

12
33

 m
m（

4.
04

')

14
20

 m
m（

4.
65

')
1545 mm（5.06') 642 mm（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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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要求

服务的品质取决于网络连接速度。 
为了以高清画质更好利用音频－视频经验，对于每款产品，建议网速为5 Mbps或更高；这一要求可确保高
清画质达到1080 p。
如果网速较低，产品将会自动适应可用网速，降低服务画质和视频的分辨率。 
- 3 Mbps：网速适用于SD画质（标清视频），即中等画质的视频（DVD画质） 
- 1.5 Mbps：宽带网速，适用于低画质视频（不建议）

Wi-Fi网络
要将产品连接到Wi-Fi（接入点或无线调制解调器），需遵守以下要求：
- 标准：IEEE 802.11 a/b/g/n/ac，2.4 GHz或5 GHz。
- 安全协议：WEP、WPA/WPA2。
- DHCP：启用
- 如果采用2.4 GHz的频段，建议使用频道1、6、7、8、9、10、11和12。避免使用频道2、3、4、13、14，因为可

能会干扰蓝牙设备。

无线

蓝牙：2402 MHz ~ 2480 MHz / 0.1mW

ANT+：2402 MHz ~ 2480 MHz / 1mW

RFID：13.56 MHz

WiFi：2402 MHz ~ 2480 MHz / 10mW

WiFi：5180 MHz ~ 5825 MHz / 1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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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境

请在满足以下要求的环境中安装和使用产品。 
- 温度介于+10°C（50°F）和+25°C（77°F）之间。
- 采光充足，使得身体练习可以在愉悦、放松的条件下进行。
- 产品周围至少要留有60 cm（2'）的自由空间。
- 表面平坦、稳定、无震动，而且能够承受包括用户体重在内的相应重量。请勿安装在浮动地板上。

安装环境应符合现行适用法律规定的所有资格要求。
不要将产品直接暴露于阳光下。 
请勿在户外使用产品；避免将产品留置在户外，暴露于各种气象条件下；请勿用水喷射产品。
请勿将产品置于高湿度环境中，如游泳池、按摩浴缸、桑拿浴室。

60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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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移动

	 警告
由于产品可能会失去稳定性，因此移动时必须格外小心。

产品装有固定的前轮。 
如需移动产品，可按照图示将其稍微抬起，然后向前或向后推动。 
考虑到产品重量，必须由多人完成抬升操作。
按照图示抬起产品；不要使用屏幕或鞍座作为抓握点。
每次移动之后，请检查产品是否处于水平位置，以确保其正确运行。



TECHNOGYM RIDE 26

T S

产品的调平

产品应被水平放置，以确保其正常运行。
- 转松螺母（S）。
- 拧紧或旋松支脚（T）直到机架处于稳定位置。
- 调节完成之后，拧紧螺母（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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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连接

在将产品连接到电网之前，应确保电气系统规格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确认产品标识标签上所示的电源规格。
取下覆盖连接器的盖子。
先将电源连接到产品的连接器上，然后再将其插入墙壁插座中。
重新安装盖子。

	 警告	
定期检查电源的完整性。
确保墙壁插座的位置在插拔插头时方便，并且不会引起危险。

FCC符合性声明
本设备符合FCC标准的第15部分。操作必须符合以
下两个条件：
1 -  本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2 - 本设备必须承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
致设备异常操作的干扰。

加拿大ISED符合性声明
本设备符合适用于免许可证无线电装置的加拿大工
业部RSS。操作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 -  本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2 - 本设备必须承受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即使该干扰
可能会影响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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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开启和关闭

如需启动或关闭产品，按下屏幕下方的开关。产品必须连接电源。
仅在练习结束之后待机时才可关闭产品。
当屏幕关闭时，LED指示灯（V）点亮。
当屏幕启动且产品正在使用中，LED指示灯（V）熄灭。 
当屏幕启动但产品未被使用时，LED指示灯（V）闪烁。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除了使用开关将其关闭外，最好从墙壁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开关用于启动和关闭屏幕，但不会完全断开产品与电网的连接。要彻底断开电源，须拔下电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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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维护

关于本手册中未提及的维护操作，请联系Technogym技术支持服务部门。
只有每两周进行一次彻底检查来核实损坏或磨损的情况，才能确保产品的安全等级。
建议立即更换有缺陷或磨损的部件，或者停用产品。

始终保持本产品清洁、无灰尘，并遵守最常见的健康卫生标准。
在进行任何操作前，必须从墙面的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每次使用后，用一块浸湿的海绵和中性皂液清洁本产品，以去除汗渍和潮湿，然后彻底擦干。 
将鞍座和手柄调到最高位置，以使相应支柱的整个长度都能得到清洁。仔细去除栅格（Z）上的灰尘。 
切勿使用化学制品或溶剂。请勿使用磨蚀性产品。
请勿将液体直接喷洒在屏幕上或其背面。

每6个月检查一次鞍座的稳定性。采用25 Nm的拧紧力矩紧固鞍座连接处的两个螺母。
每3个月检查一次踏板在曲柄上的紧固情况和磨损状况。
每年检查1次踏板曲柄在中央轴上的紧固情况。
如有异常情况，请联络Technogym技术支持服务部门。



TECHNOGYM RIDE 30

K

G G

每6个月检查一次垂直调节单元（G）（鞍座和手柄）是否正确操作。检查齿插槽及调节杆的相关操作。关于
锯齿部件应有的紧固度，请联络Technogym技术支持服务部门。

每6个月检查一次鞍座的水平调节单元（K）是否正确操作。检查鞍座水平移动的流畅程度。用PTFE成分润
滑油对支撑架进行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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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座移动空隙的调整

建议定期对鞍座的移动空隙进行检查，因其可能造成晃动和杂音；另外也可能给鞍座的调节带来障碍。
如需调整鞍座垂直移动空隙，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 使用六角扳手调节螺钉（A）和（B）。
- 检查整个长度上鞍座的间隙。

如果拧紧（即向右转动）螺钉（A）和（B），鞍座的移动将需要更大力量。
如果拧松（即向左转动）螺钉（A）和（B），鞍座的移动将更加轻松。
拧转螺钉时，每次转动1/8圈后先尝试移动鞍座，如仍需调整再继续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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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如需调整鞍座水平移动空隙，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 拧松螺钉（C）。
- 抬起护盖（D）。
- 调节螺母（E）。
- 检查整个长度上的鞍座移动空隙。
- 放下护盖（D）。
- 拧紧螺钉（C）。

如果拧紧（即向右转动）螺母，鞍座的移动将需要更大力量。
如果拧松螺母（向左），鞍座的移动将更加轻松。
拧转螺母时，每次转动1/8圈后先尝试移动鞍座，如仍需调整再继续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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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间隙的调整

按照以下说明调节手柄纵向滑动间隙。
- 操纵调节杆（A），将手柄下移。保持调节杆呈抬起状态。
- 拧松螺钉（B）。
- 将指示器（C）抬起，注意其所在的位置。
- 顺时针调节销子（D）。
- 逆时针将指示器（C）重新就位至下一个槽口。
- 拧紧螺钉（B）。
- 将调节杆放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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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服务

与Technogym技术支持服务部联络时，请说明以下内容。 
- 产品型号（A）。
- 购买日期。
- 序列号（B）。
- 对所遇问题的准确说明。

任何未经Technogym授权的人员擅自对本产品进行干预将使保修失效。

https://www.technogym.com/int/contacts/
电话：+39 0547 56047



TECHNOGYM RIDE35

储存与废弃处置

如果长期不用，建议将产品存放在干燥清洁的地方，并用布覆盖以防止灰尘进入；存放环境的温度应介
于-10°C（14°F）和+70°C（158°F）之间，湿度应介于20％和90％之间。

检查产品绝不会以任何方式成为危险源。 
切勿将产品留给儿童玩耍。因此，在长时间不使用产品的情况下，请务必通过拔下电源线将其关闭。 
禁止将产品丢弃在环境中、公共区域或公用的私人区域。 
产品由可回收材料制成，如钢、铝及塑料，这些材料应由从事城市卫生与环境保护工作的专业公司按照城
市和类似垃圾处理现行法规所规定的方式进行废弃处置。
禁止按照城市垃圾的方式对电子和电气设备产生的垃圾进行废弃处置。对于此类产品，规定了符合现行法
律的专门收集体系，需要进行适当的处理、回收和再循环。
随意丢弃电子和电气设备产生的垃圾或其不当使用可导致严重的环境损害和人体健康的危害。
根据欧盟成员国执行的规定，居住在欧盟的私人公民可以将废旧的电子和电气设备送往指定回收中心进
行处理。
如果产品具有商业用途，请联系您所在国家/地区的Technogym经销商或客户服务部门，以协商电子和电
气设备产生的垃圾的提取和废弃处置。
关于非欧盟国家/地区电子和电气设备的废弃处置，请咨询当地机关。

产品的平均寿命：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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