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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Tap on your email 
accounts you wish to 
receive notifications.

Step 4: Adjust your Alert 
Style & Sounds and “Show 
in Notification Center” 
option, then you are set.

Step 1: Go into Notification
Center to check your 
device’s push notifications

Step 2: Tap “Mail” if you 
want to check notification-
enabled email accounts.

Ensure your iOS 
Notification Center is ON!

For iOS user : 

TC

ESSC

快速入門指南

      

操控鍵

電源鍵

調整時間
輕輕拉出並旋轉可調整時間

電源開/關  >3秒
檢查連接 短按

配對：按操控鍵+電源鍵，直到第一次嗶聲（約3秒）
      及所有圖示會閃爍。
重置手錶：按住控制鍵 + 電源鍵，
          直到第二次嗶聲（約6秒）

第一步：下載 Connected Watch 應用程式

*iOS用戶：請在 App Store 中搜尋“Connected 
Watch”應用程式

可兼容運行iOS 7及帶Bluetooth Smart 的設備如 
iPhone 5s, iPhone 5c, iPhone 5, iPhone 4s, 
iPad mini, iPad (第三及第四代), iPod touch (第五代)等。

Android用户：請在Google Play下載“Connected 
Watch”應用程式 

可兼容運行 Android 4.3 和 Android 4.4 及帶 
Bluetooth Smart 的設備如三星 Galaxy S3, S4, S4 
Mini, S4 Active, Note 2, Note 3, HTC One 和 Nexus 5 等。 

登錄www.cogitowatch.com了最新的兼容性手機列表。
如Google Play不支援你的國家，請聯系我們。

第二步：在手機或平板上連接 COGITO 手錶

第三步：COGITO手表的通知設定
在 Connected Watch 應用程式中點擊右上角的通知
設置圖示。 
並選擇你希望在COGITO手錶收到的通知。
啟動或取消手錶靜音 - 按住控制鍵9秒。
確認通知 - 按手錶上任何鍵或檢查手機或平板電腦上
的通知。
發送指令 - 按控制鍵。（指令操作請參閱該應用程序的設置）
檢查連接 - 按下電源鍵 - 如果手錶及圖示閃一下，即表示
處於連接狀態。如果圖示閃三下，則表示沒有連接。
尋找COGITO手錶 - 當按下在Connected Watch應用程
式中的 “尋找你的手錶”      按鈕後，你的COGITO手
錶將會發出蜂鳴聲及通知標示將會閃爍。
尋找你的手機 - 
iOS7 使用者 - 當按下操控鍵後，你的手機將會發出蜂鳴聲
。請參照Connected Watch應用程式中的設定。
Android 使用者 - 當同時按下操控及向右鍵後，你的手機
將會發出蜂鳴聲。
啟動在範圍外提示 - 當按下Connected Watch應用程式
中的在範圍外提示按鈕      後，你的COGITO手錶將會在
你的手機和手錶相隔一段距離後發出蜂鳴聲及閃爍通知標示。
藍牙有效範圍約10-20米，距離或因設備和環境而有所改變。

LED 指示燈
                              圖示和振動時會
發出蜂鳴聲

1. 按控制鍵＋電源鍵，直到第一次嗶聲（約3秒）及所有 
    圖示會在每2秒閃爍，手錶將進入配對模式。

iOS 7用户：
開啟你的藍牙設定，
並選擇在設備列表的 
 “COGITO POP”。
當出現提示時，按
 “配對”。

*僅適用於iOS系統。Android的支援將會在     
Connected Watch 應用程式的更新中提供。

電子郵件

短訊及Facebook的訊息和WhatsApp，
WeChat，Skype等多個即時通訊軟件的
訊息。

其他信息如
行事曆提醒

緊急情況所有圖示將全部閃爍，例如：

– 來電，未接來電，或者留言信箱
– 尋找你的手錶
– 尋找你的手機*

Android 用戶： 
開啟Connected Watch 應用
程式，並點選左下角的設備列表
圖示。該應用程序將相應搜索你
的手錶。在設備列表中選擇
“COGITO POP”進行連接。

型號　CR2032

型號　SR626SW

如需支援，請發送電郵至：
support@cogitowatch.com

欲了解本手錶及Connected Watch 應用程式
的更多信息，請登錄cogitowatch.com

 
感謝支持 COGITO™

更換連接系統電池：

1.  打開後蓋並取出舊電池。
2.  開始更換電池。
3.  小心地將手錶的後蓋擰緊，確保O形環的位置正確
  （以確保防水性能）。
                                                   

更換指針電池：

1. 打開手錶後蓋並取出CR2032鈕扣電池。
2. 取下保護貼紙並小心地將它放在一邊。
3. 更换位於受保護的貼紙下方的指針電池。 
  （型號SR626SW電池壽命持續長達3年**）
4. 仔細放回保護貼紙。
5. 將連接系統CR2032電池放回，並小心確保後面的
    O形環的放入位置正確。（以確保防水性能）

**電池的壽命或會因提示信息數量，電池品牌或電池
   質量而有所不同。
警告: 錯誤放置電池或會有爆炸危險。只可更換相同或相等類型電池。

1年有限度保用

於 Connected Watch 應用程式中建立一個
CONNECTEDEVICE 帳戶以注冊你的產品。請妥善保存
你的購物收據作證明以取得產品保用。

請確保手錶處於良好的狀態，避免失去保用服務：

• 請把你的 COGITO 手錶遠離於高壓、撞擊、塵埃、
   有明火及極端溫度的地方。
• 操作溫度: -20 to +55C。 (-4 to +131F)
• 在接觸濕氣或任何液體前，請確保黑色 O 形環放置在 
   正確位置及電池蓋已完全緊閉。
• 請勿自行修理或改裝本錶。維修或保養應由已授權之技 
   術人員進行。  
• 10ATM/100M防水性能表示你的手錶可適用於大部分室 
   內或室外的活動，包括大多數水上運動。洗澡，浮潛或 
   潛水時請不要佩帶本手錶。
• 請勿把本手錶長時間浸沒於水中。
• 為保持良好的防水性能，請勿在水下按壓按鈕或拉出錶  
   冠。
• 避免錶面玻璃接觸尖銳物件或硬物以防刮花。
• 暴露在高溫或低溫環境中，或經常連續發出提示信息， 
   可能縮短電池壽命。
• 請將本手錶、配件及所有細小部件置於兒童無法觸及的 
   地方。

電池蓋
 （打開放入/更換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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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按下Connected Watch應用程式
的在範圍外提示按鈕      後，你的COGITO手錶將會在

你的手機和手錶相隔一段距離後發出蜂鳴聲及閃爍通知標示。

當按下在Connected Watch應用程
中的 “尋找你的手錶”      按鈕後，你的COGITO手

錶將會發出蜂鳴聲及通知標示將會閃爍。

Scan to download the App:

cogitowatch.com

support@cogitowatch.com

facebook.com/cogitowatch

twitter.com/cogitow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