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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 Tracker IoT Nutrition Scale (EW3S)

This is a smart food scale that can offer a high quality of health 
management by analysing the intake record of daily nutrition through 
weighting food. It contains the basic weight scale function with different 
unit conversion even when not connecting to the smart app. But with the 
connection with smart app, you can record the daily nutrition each meal 
to get a health analysis, and can also get a coffee making function with 
brew timer, coffee scale and coffee water ratio calculator.

25 Nutrition Analysis

• Cholesterol(mg) • Sodium, Na(mg)

• Total Carbohydrate(g) • Dietary Fiber(g)

• Total Sugars(g) • Vitamin D (D2+D3)(mcg)

• Vitamin A(mcg) • Vitamin E(mg)

• Vitamin C(mg) • Vitamin B6(mg)

• Vitamin B12(mg) • Calcium, Ca(mg)

• Iron, Fe(mg) • Potassium, K(mg)

• Magnesium, Mg(mg) • Manganese, Mn(mg)

• Zinc, Zn(mg) • Copper, Cu(mg)

• Phosphorus, P(mg) • Selenium, Se(mcg)

• Retinol Equivalent (mcg) • Niacin (mg)

• Total Carbohydrate (g) • Protein (g)

• Total Fat (g)

Introduction Before Using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please follow the below 
instructions when you start measurement.

•  Place the EW3S on a flat, hard surface. Soft surface such as carpet will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cale.

•  Avoid exposing the scale to damp environments or extreme 
temperatures.

•  The product is a high-precision electronic device, please handle with 
care, do not drop or hit it, otherwise the device will be easy to damage.

•  The scale has been designed for household use only and is not intended 
for medical or commercial use.

•  DO NOT immerse the scale in water or any liquid. 

•  DO NOT exceed the 5kg weight capacity, as doing so may damage 
the scale. An overload indicator will appear on the display if the limit is 
exceeded.

•  If the scale is not in use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remove the 
batteries to conserve battery life and extend the life of the scale.

2 3



Quick Start Guide

Open the battery cover in the back of the scale. Insert batteries (3 x 
1.5V AAA) observing the polarity signs (+ and -) inside the battery 
compartment. Close the battery cover and wait until the digits “0 g” are 
shown on the LED. Select measurement unit gram, pound and ounce, 
milliliter, ounce, fluid ounce.

1. Download ‘MOMAX Smart’ APP 

  Download “MOMAX Smart” from iOS App Store, Android Google 

Play Store or other platforms.

2. Register 

  Register an account and log in using your mobile number or email 

address.

3. Wireless Pairing 

  Click “+”, then tap “MOMAX Smart Diet Tracker” to add device. 

  Turn on the power of the Diet Tracker. Tap “Confirm the Tracker power 
on”. Then, tap ‘Next’ to proceed.

 •  This product cannot be paired directly through the Bluetooth list of the mobile 
phone.

 • The pairing process may take 2 minutes, please do not perform other operation.

4. Successfully connected 

  Once the connection is completed, you can edit the name of the smart 
body scale

Find “EW3S” in MOMAX’s channel 

helpdesk.momaxsmart.com

Get step-by-step setup and support.

Watch the latest video tutorial to learn to setup and operate your EW3S.

Keep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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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Device 

1.  Follow the APP screen to fill up all user information such as Name, 
Gender, DOB, Height and Target Weight. 

2.  Set up your personal diet plan. You can always adjust the plan and 
basic data in the Setting page.

3.  Press the scale button “  ” and wait until the display shows “0”.

4. Enjoy the food tracker with the following features.

Measurement 

1.  Press “  ” button to turn on the scale. Press “UNIT” to select your 

desired measuring unit, which will display at the right of the screen. 

  Choose ounces, grams or “pounds and ounces” for WEIGHT. Choose 

milliliters or fluid ounce for VOLUME.

2.  Optional: If you’re using a container to hold the items or luquid you are 

measuring, first place the empty container on the scale. Then press 

“  ” to zero out the container’s weight.

3.  Gently place your item on the scale. The screen will display the weight 

or volume. 

4.  Press and hold “  ” for 3 seconds to turn off the scale.

Tare Function

Whenever you measure liquid or items inside a container, you can 
use the tare function to remove the container’s weight from the final 
measurement.

1.  Place an empty container on the scale. The screen will display the 
container weight.

2. Press “  ” The screen will now display “0” again.

3.  Place liquid or items in the container. The scale will now measure the 
liquid or items, without the weight of the container.

4.  When you are done, reset the scale by removing all weight and press 
“  ”.

Food Nutrition Measurement

1. Tap “Select food” for food information or to add new food.

2. Enter the name of the food in search. (e.g. “Apple”) 

3.  View the nutrition contents in 100g of the food selected and tap 
“Confirm select”.

4.  Once you weigh your food, you can see the nutrition content of the 
food. Tap “Add to dinner plate” to con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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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 and Record 

1.  Click ”  ” button to enter Plate page to see the food detail of the 
current Plate and the sum of current Plate Kcal.

2.  The catering category will be determined by time, but if it’s not your 
meal’s category, click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category.

3.  Click “Nutrition Analysis” can get all the nutrition data sum up result for 
the plate.

4. Click “Edit plate” can remove the plate temporary record.

 5.  Click “Confirm record”, the food in the current Plate will move to Record 
Page to record the intake of the nutrition content.

6.  Click “  ” to enter Record page to see all intake food history.

7.  Click “Nutrition Report” to see the nutrition report of the day and 

nutrient analysis.

Add User Defined food if food is not found inside Food Bank. 

1.   Click “Select food” to get to Food bank page, click “add” on the top 
right corner to enter “Add DIY Food” page to manually input the 
food name and nutrient content info, and then store into your food 
database.

2.  Click “Save” to save the record. You can find the saved food content in 
“self” column.

Coffee making function 

Click ”  ” button on home page to get to the coffee maker page that 
includes functions of brewing time tracker, coffee scale and coffee water 
ratio calculator.

Product Overview

1. Unit Button

2. LED Display

3. Power/ Zero Button

4. Sensor

5. Battery Cover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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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Wireless

Negative sign Negative digit occurs

Volume Unit Fluid ounce

Weight Unit Pound

Weight Unit Ounce

Volume Unit Millimetre

Weight Unit Gram

LED Display
LED Display Description Solution

Overload.
The device will 
power off.

Stop using this scale for 
measurement.

Low Battery.
The device will 
power off in 
four seconds.

Replace all three batteries 
at the same time.
Please purchase the 
authorized batteries for 
replacement.

When carrying out usual maintenance, please ensure the practice of the 
following Dos and Don’ts:

• DO use a dry soft cloth to wipe the dust

•  DO use a wet soft cloth, dipped into water and wrung out, to wipe the 
dirt. Then use a dry soft cloth to dry up the device.

•  DON’T wash the device with water or immerse it in water. DON’T wash 
the device with water or immerse it in water.

•  DON’T use a propellant, abrasive or other chemicals to wipe the dirt in 
avoidance of discolor or malfunction.

Maintenance 

10 11



Model No. : EW3S

Power Supply : 4.5V (AAA batteries X 3)

Unit Display : g / lb:oz / fl.oz / oz / ml

Weighing Range : 3-5000g (max weighting 5000g)

Measuring Increments : 1g / 1ml / 0.05oz / 0.1fl.oz

Work Temperature : 0-40℃
Storage Temperature : -10-60℃
Wireless Version : 4.2 

Wireless Effective Distance : 6m

Size : 200mm X 160mm X 20mm

Weight : 365g ±10g (batteries not included)

Contains

1. Diet Tracker IoT Nutrition Scale

2. 1.5V (AAA) Batteries (3 pcs)

3. Instruction Manual And Warranty Card

Specification Trouble Shooting 

Problem Root Cause Solution

No display on LED 
when the device 
powers on.

Batteries not yet 
installed.

Install the batteries 
(Please refer to Insert the 
Batteries)

Worn batteries.

Replace all three batteries 
at the same time. Please 
purchase the authorized 
batteries for replacement.

The device powers 
off immediately. 

Low battery

Replace all three batteries 
at the same time. Please 
purchase the authorized 
batteries for replacement.

How to pair with a 
new smartphone 
device?

Remove EW3S from 
“MOMAX Smart” app 
from the previous device. 
OR

Press the “UNIT” button 
for 30 seconds until you 
see “Clr” shown on the 
LED screen. Then pair up 
with a new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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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for attention

Before using, please read this user manual carefully and keep it for future 
reference. 

1.  MOMAX Smart Diet Tracker EW3S offers you a seamless way to 
manage your diet.

2.  Please note that this device is designed for kitchen use only, it is not 
suitable for medical or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3.  DO NOT exceed the 11lbs (5kg) weight capacity. When the weight 
is more than 5.1 kg, the LED will display “Err”, you will have to remove 
the food from the scale to avoid damage.

4.  DO NOT clean the scale with water and do not immerse it in water.

5.  When the LED displays “LO” and powers off, 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new batteries.

6. Avoid dropping the device from a high position or crash fiercely.

7.  DO NOT use this device at a place with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as it will make interference to the measuring result.

8. DO NOT put any weight on the scale when not in use.

9.  Remove the batteries if the scale is not being used for a long time.

10.   Keep the scale in a cool and dry environment.

Warnings 

Please reference Mobile Apps content: Before accepting the Agreement, 
you are supposed to thoroughly read all the contents of the Agreement, 
and fully understand its terms, especially restrictive clauses or exceptions 
and Privacy Notice. Restrictive clauses or exceptions are bold or 
highlighted in other forms to catch your attention. In case of any doubt 
about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please contact the relevant business 
department of Tuya. You are not allowed to use the service before 
you have read and accepted all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relevant 
agreements, and rules, etc. Once you select “agree and submit the 
Agreement” (see registration page for detailed wordings) and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or you use the service in any form, it will be 
deemed that you have read and agreed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the 
Agreement and rules above. In case of any breach of the Agreement, 
Tuya has the right to unilaterally restrict, suspend or terminate the service 
for you, and has the right to investigate your relevant responsibilities.

1. Do not place the product as household waste;

2.  Please dispose of discarded electronic products properly according to 
local regulations;

3.  MOMAX encourages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ectronic recycling 
program.

Service Agreement of 
Smart Mobile Application Platform

Disposal of Electron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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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r any defect, in the judgment of our technician, caused under 
normal use, we are responsible for repairing free of charge 12 months 
commencing from the date of purchase at the discretion of our 
company;

2.  A valid warranty card and original purchase invoice must be presented 
upon request of warranty service;

3. This warranty card shall not apply to the product if: 

 (a)  It is consumable part(s), such as Filter, or; 

 (b)  it has explicitly modified or repaired in any way by persons other 
than technicians of this company, or;

 (c)  it has been damaged through misuse, malicious acts, negligence, 
the inflow of any liquid, or;

 (d)  losses or damages are caused by force majeure or natural 
disasters.

4.  No alteration to this warranty card will be allowed;

5.  The warranty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6.  Please retain your proof of purchase for warranty service;

7.  Please consult the dealer about the product compatibility with your 
cell phone/ PDA before purchase. Product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8.  Please visit www.momax.net for the latest product information.

Warranty Conditions 簡介

Diet Tracker IoT智能營養磅 (EW3S)

本產品是一款智能食品磅，可以通過對食物進行稱重來分析日常營養攝入
記錄，從而提供高質量的健康管理。即使在在未連接智能應用程序時，它
都包含基本稱重功能，並具有不同的單位轉換。而通過智能應用程序，您
可以記錄每餐的日常營養並獲得健康分析，亦可以使用帶有煮咖啡計時
器、咖啡磅和咖啡水比例計算器的咖啡製作功能。

25種營養分析

• 膽固醇 (mg) • 鈉 (mg)

• 碳水化合物 (g) • 膳食纖維 (g)

• 糖 (g) • 維他命 D (D2+D3) (mcg)

• 維他命 A (mcg) • 維他命 E (mg)

• 維他命 C (mg) • 維他命 B6 (mg)

• 維他命 B12(mg) • 鈣 (mg)

• 鐵(mg) • 鉀 (mg)

• 鎂(mg) • 錳 (mg)

• 鋅 (mg) • 銅 (mg)

• 磷 (mg) • 硒 (mcg)

• 視黃醇當量 (mcg) • 維他命B3 (mg)

• 總碳水化合物 (g) • 蛋白質 (g)

• 總脂肪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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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指南

打開EW3S背面的電池蓋，並按照電池倉中正負極性符號插入電池（3枚
AAA電池）。合上電池蓋並等待顯示屏上顯示數字“0g”。選擇計量單位
克、磅和盎司、毫升、盎司、液盎司。 

1. 下載“MOMAX Smart”應用程式 

從iOS App Store、安卓、Google Play Store或其他平台下載“MOMAX 
Smart”應用程式。然後，在你的手機啟用藍牙功能。

2. 註冊 

註冊一個帳戶，然後使用您的手機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登錄。

3. 進行無線配對 

按“+”（添加設備），選取“MOMAX 智能營養磅”以添加設備。

請確保電源開啟。按“確定電子磅電源開啟”，再按“下一步”以進行
無線搜尋。

• 不能通過手機的藍牙清單直接配對本產品。

• 搜索過程可能需要兩分鐘。請在此期間不要執行任何操作。

4. 成功連接 

 如果配對成功，你會在應用程式中看到本產品的圖標。你可以修改此
EW3S的名稱。確保已連接，結果將發送到手機的應用程式。

使用之前

為確保測量的準確性，請在開始測量時按照以下說明操作測量

•  請將EW3S放在平坦，堅硬的表面上。地毯等柔軟的表面會影響磅的性
能。

•  請勿將設備暴露於極端溫度、直射陽光、潮濕或腐蝕性環境中。

•  本產品為高精度電子設備，請輕拿輕放並避免撞擊，否則會容易損壞設
備。

•  請注意，此設備專為家庭使用而設計，不可用於醫療或商業用途。

•  請勿將此設備浸入水或任何液體中。

•  不要稱超過5公斤的食物，否則會因為超過承重能力而可能會損壞設備。
如果超出限制，顯示屏上將出現過載的指示。

•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電子磅，請取出電池以延長電池壽命及電子磅的使用
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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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1.  按照APP界面填寫所需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出生、身高、目標體重、
勞動量等所有用戶信息。

2.  制定你的個人飲食計劃。你可以隨時在設置頁面中調整計劃和基本數據。

3. 按下“  ”，等待顯示屏顯示“0”。

4. 開始使用營養磅。

常規測量 

1.  按“  ”打開營養磅。按“UNIT”選擇你想要的測量單位，該單位將顯
示在屏幕右側。

2.  如果你正使用容器裝着要測量的物品或液體，請先將空的容器放在磅上，
然後按“  ”將容器的重量歸零。

3.  將要測量的物品放在磅上，屏幕將顯示其重量，並會同步在APP上顯示。

4.  長按“  ”3秒關閉營養磅。

歸零功能 

當需要測量容器內的物品或液體時，你可以使用歸零功能，將容器的重量去
除。

1.  將空的容器放在磅上，屏幕將顯示容器重量。

2.  按“  ”，屏幕會顯示數值為“0”。

3.  將需要測量的食品或物品放入容器中進行測量，顯示的數值將會是該食品
或物品的重量，而容器的重量不會計算在內。

4.  測量完成後，從磅上移除所有物品，然後按“  ”來重置營養磅。

搜尋 “EW3S” in helpdesk.momaxsmart.com

獲取有關設定和支援。

觀看最新的視頻教學，學習設置和操作您的 EW3S。

隨時了解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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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位鍵

2. LED顯示屏

3. 開機/清零鍵

4. 傳感器

5. 電池盒蓋 

產品總覽

食物營養測量 

1.  在APP上按“選擇食物”來獲取食物資訊或添加新食物資訊。

2.  在搜索欄搜索需要測量的食物名稱 (例如“蘋果”)

3.  查看所選食物每100g所含有的營養成分，之後按“確認選擇”。

4.  測量食物後，即可查看當前食物的營養成分。之後按“添加到餐盤”進行
確認。

餐盤及紀錄 

1.   按“  ”進入餐盤頁面。在此頁可以查看當前餐盤的食物詳細資料和當
前餐盤的總卡路里。

2.  餐盤中的用餐類別將會跟據加入餐盤的時間而定(例如中午會默認為午餐)，
如果該類別並非你的用餐類別，可以按箭嘴選擇正確的用餐類別。

3.  按“營養分析”可查看當前餐盤的總營養資料。

4.  按“編輯餐盤可以移除當前餐盤上的紀錄。

5.  按“確認紀錄”來確認當前餐盤的紀錄。這些會移到紀錄頁面並儲存為當
天的攝入量。

6.  按“  ”進入紀錄頁面。在此頁可以查看之前的歷史紀錄。

7.  按“營養報告”可查看每天的營養報告及分析。

添加自定義食物到食物庫 

1.  按“選擇食物”進入食物庫的頁面，按右上角的“+”進入添加自定義食
物的頁面來手動輸入食物名稱及其營養資料，並儲存到食物庫。

2.  按“儲存”將保存紀錄。之後可以在自定義的欄目找到儲存的項目。

煮咖啡功能 

在營養磅主頁面按“ ”進入咖啡製作頁面。在此頁可使用煮咖啡計時
器、咖啡重量及咖啡和水比例計算器等功能。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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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

進行常規維護時，請確保遵循以下“注意事項”：
• 請使用乾燥的軟布擦拭灰塵。
• 請使用蘸水並擰乾的濕軟面擦乾灰塵。然後使用乾軟面擦乾設備。
• 請勿用水沖洗設備或將其浸入水中。
•  請勿使用推進劑，研磨劑或其他化學藥品擦拭污垢，以免引起變色或故

障。

LED顯示屏

無線 無線連接

負號 負數時出現

體積單位 液量盎司

重量單位 磅

重量單位 盎司

體積單位 毫升

重量單位 克

LED 顯示屏 描述 解答

超載。

設 備 將 關 閉 電
源。

停止使用該秤進行測量。

低電量。

設備將在四秒鐘
內關閉電源。

同時更換所有三個電池。

請購買授權的電池進行更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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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 EW3S

供電需求 : 4.5V（AAA batteries電池 x3）

單位顯示 : 克/ 磅和盎司/ 液盎司/ 盎司/ 毫升

稱重範圍 : 3-5000g (最大稱重 5000g)

分度值 : 1g / 1ml / 0.05oz / 0.1fl.oz

工作溫度 : 0-40℃

儲存溫度 : -10-60℃ 

無線版本 : 4.2

無線有效距離 : 6m

尺寸 : 200 x 160 x 20mm

重量 : 365克±10克 (不包括電池)

包裝內容

1. Diet Tracker IoT智能營養磅

2. 1.5V (AAA) 電池 (3個)

3. 使用說明書及保用證

產品規格 疑難排解

問題/可能性原因 解決方法

不能使用 或

顯示屏上的數字閃
一下後消失

• 請檢查是否已安裝電池

• 確保電池極性正確

• 確保電池並沒磨損

設備即時自動關機 • 電池電量太低，需要更換

如何與另一智能手
機進行配對？

• 在前一個已連接的智能手機的“MOMAX Smart”
應用程式移除EW3S。或

• 長按“UNIT”鍵30秒，直到看到磅上出現“Clr”
字樣，再進行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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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移動應用平台服務協議

請參考移動應用程式內容：在接受本協議之前請您務必仔細閱讀本協議的
移動應用程式全部內容，充分理解條款內容，特別是限制及免責條款。限
製或免除責任條款，私隱聲明，將以加粗或其他醒目形式提示您注意。如
果您對本協議的條款有疑問的，請聯繫相關業務部門進行詢問。除非您已
閱讀並接受本協議及相關協議、規則等所有條款，否則，您無權使用本服
務。一旦您選“同意協議並提交”（具體措辭詳見註冊頁面）並完成註冊
流程，或您以任何方式使用本服務，即視為您已閱讀並同意上述協議、規
則等的約束。如您有違反本協議的任何行為時，智能生活有權根據您違反
的情況隨時單方採取限制、中止或終止向您提供服務等措施，並有權追究
您相關責任。

如何處理廢棄電子產品

1. 請勿將電子產品當成家庭廢棄物丟棄；

2. 請依當地的法例規定處理廢棄的電子產品；

3. MOMAX鼓勵您積極參與電子產品回收計劃。

保養條款

1.  由購買日期起12個月內，如產品有損壞或故障，經本公司技術人員證實
為在正常使用之情況下發生，本公司將提供免費維修服務；

2.  維修時必須出示本保用證及購買商號之發票正本，如果用戶不能提供，
本公司有權不提供維修服務。用戶可能需要支付相關維修費用；

3.  保用期內，出現以下條款產品保用證自動失效；

 (a) 是可消耗的部件，例如過濾網； 

 (b) 非本公司人員恣意拆解或 維修產品之任何部分；

 (c)  錯誤的操作如：非法接駁電源，以及水、污穢物滲入產品內導致產品
損；

 (d) 不可抗拒意外事件或天然災害導致產品損壞；

4.  此保用證如經塗改，保用證自動失效；

5.  本公司有權增刪任何維修及保用條款而不作通知；

6.  如因錯誤使用本公司產品而導致手提電話或其他電子產品有任何損壞，
本公司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7.  有關 MOMAX 原裝產品和您的手機或電子產品的相容性，請在購買時向
經銷商確認。此產品規格隨時可能變更，恕不另行通告；

8.  請瀏覽 www.momax.net 瞭解最新產品資訊。

使用前，請仔細閱讀本用戶手冊，並妥善保存以備將來參考。

1. MOMAX智能營養磅(EW3S)為您提供了一種簡單無縫的管理飲食模式。

2. 請注意，此設備專為廚房使用而設計，不適用於醫療或商業應用。

3. 此設備的最大稱重為5kg，請勿測量超過5kg的物品。如測量結果超過
5kg，LED顯示屏會顯示“Err”，你需要盡快移走該物品，以免對營養
磅造成損壞。

4. 請勿將用水洗或將此設備浸在水中。

5. 當LED顯示屏顯示“LO”並關機時，你需要更換電池。

6. 請避免重摔或撞擊此設備，否則設備會容易損壞。

7. 請勿在有電磁干擾的環境使用此設備，否則會干擾測量結果。

8. 當不在使用此設備時，請勿放置任何物件在磅上。

9. 當長時間不使用此設備時，請取出電池。

10. 請將此設備放在陰涼乾爽的環境中。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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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使用之前

Diet Tracker IoT智能營養秤 (EW3S)

本產品是一款智能食品秤，可以通過對食物進行稱重來分析日常營養攝入
記錄，從而提供高質量的健康管理。即使在在未連接智能應用程序時，它
都包含基本稱重功能，並具有不同的單位轉換。而通過智能應用程序，您
可以記錄每餐的日常營養並獲得健康分析，亦可以使用帶有煮咖啡計時
器、咖啡秤和咖啡水比例計算器的咖啡製作功能。

為確保測量的準確性，請在開始測量時按照以下說明操作測量

•	 	請將EW3S放在平坦，堅硬的表面上。地毯等柔軟的表面會影響秤的性
能。

•	 	請勿將設備暴露於極端溫度、直射陽光、潮濕或腐蝕性環境中。

•	 	本產品為高精度電子設備，請輕拿輕放並避免撞擊，否則會容易損壞設
備。

•	 	請注意，此設備專為家庭使用而設計，不可用於醫療或商業用途。

•	 	請勿將此設備浸入水或任何液體中。

•	 	不要稱超過5公斤的食物，否則會因為超過承重能力而可能會損壞設備。
如果超出限制，顯示屏上將出現過載的指示。

•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電子秤，請取出電池以延長電池壽命及電子秤的使用
壽命。

25種營養分析

•	膽固醇	(mg)	 •	鈉	(mg)

•	碳水化合物	(g)	 •	膳食纖維	(g)

•	糖	(g)	 •	維他命	D	(D2+D3)	(mcg)

•	維他命	A	(mcg)	 •	維他命	E	(mg)

•	維他命	C	(mg)	 •	維他命	B6	(mg)

•	維他命	B12(mg)	 •	鈣	(mg)

•	鐵(mg)	 •	鉀	(mg)

•	鎂(mg)	 •	錳	(mg)

•	鋅	(mg)	 •	銅	(mg)

•	磷	(mg)	 •	硒	(mcg)

•	視黃醇當量	(mcg)	 •	維他命B3	(mg)

•	總碳水化合物	(g)	 •	蛋白質	(g)

•	總脂肪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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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指南

打開EW3S背面的電池蓋，並按照電池倉中正負極性符號插入電池（3枚
AAA電池）。合上電池蓋並等待顯示屏上顯示數字“0g”。選擇計量單位
克、磅和盎司、毫升、盎司、液盎司。	

1. 下載“MOMAX Smart”應用程式 

	 	從iOS	App	Store、安卓、Google	Play	Store或其他平台下載“MOMAX	
Smart”應用程式。然後，在你的手機啟用藍牙功能。

2. 註冊 

	 註冊一個帳戶，然後使用您的手機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登錄。

3. 進行無線配對 

	 	按“+”（添加設備），選取“MOMAX	智能營養秤”以添加設備。

	 	請確保電源開啟。按“確定電子秤電源開啟”，再按“下一步”以進行
無線搜尋。

	 •	不能通過手機的藍牙清單直接配對本產品。
	 •	搜索過程可能需要兩分鐘。請在此期間不要執行任何操作。

4. 成功連接 

		 	如果配對成功，你會在應用程式中看到本產品的圖標。你可以修改此
EW3S的名稱。確保您已連接，結果將發送到手機的應用程式。

搜尋 “EW3S” in helpdesk.momaxsmart.com

獲取有關設定和支援。

觀看最新的視頻教學，學習設置和操作您的 EW3S。

隨時了解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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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1.	 	按照APP界面填寫所需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出生、身高、目標體重、	
勞動量等所有用戶信息。

2.	 	制定你的個人飲食計劃。你可以隨時在設置頁面中調整計劃和基本數據。

3.	按下“  ”，等待顯示屏顯示“0”。

4.	開始使用營養秤。

常規測量 

1.	 	按“  ”打開營養秤。按“UNIT”選擇你想要的測量單位，該單位將
顯示在屏幕右側。

2.	 	如果你正使用容器裝着要測量的物品或液體，請先將空的容器放在秤
上，然後按“  ”將容器的重量歸零。

3.	 	將要測量的物品放在秤上，屏幕將顯示其重量，並會同步在APP上顯
示。

4.	 	長按“  ”3秒關閉營養秤。

歸零功能 

當需要測量容器內的物品或液體時，你可以使用歸零功能，將容器的重量去
除。

1.	 	將空的容器放在秤上，屏幕將顯示容器重量。

2.	 	按“  ”，屏幕會顯示數值為“0”。

3.	 	將需要測量的食品或物品放入容器中進行測量，顯示的數值將會是該食品
或物品的重量，而容器的重量不會計算在內。

4.	 	測量完成後，從秤上移除所有物品，然後按“  ”來重置營養秤。

食物營養測量 

1.	 	在APP上按“選擇食物”來獲取食物資訊或添加新食物資訊。

2.	 	在搜索欄搜索需要測量的食物名稱	(例如“蘋果”)

3.	 	查看所選食物每100g所含有的營養成分，之後按“確認選擇”。

4.	 	測量食物後，即可查看當前食物的營養成分。之後按“添加到餐盤”進
行確認。

餐盤及紀錄 

1.	 		按“	 ”	進入餐盤頁面。在此頁可以查看當前餐盤的食物詳細資料和當
前餐盤的總卡路里。

2.	 	餐盤中的用餐類別將會跟據加入餐盤的時間而定(例如中午會默認為午餐)，
如果該類別並非你的用餐類別，可以按箭嘴選擇正確的用餐類別。

3.	 	按“營養分析”可查看當前餐盤的總營養資料。

4.	 	按“編輯餐盤可以移除當前餐盤上的紀錄。

5.	 	按“確認紀錄”來確認當前餐盤的紀錄。這些會移到紀錄頁面並儲存為
當天的攝入量。

6.	 	按“	 	”進入紀錄頁面。在此頁可以查看之前的歷史紀錄。

7.	 	按“營養報告”可查看每天的營養報告及分析。

添加自定義食物到食物庫 

1.	 	按“選擇食物”進入食物庫的頁面，按右上角的“+”進入添加自定義食
物的頁面來手動輸入食物名稱及其營養資料，並儲存到食物庫。

2.	 	按“儲存”將保存紀錄。之後可以在自定義的欄目找到儲存的項目。

煮咖啡功能 

在營養磅主頁面按“ ”進入咖啡製作頁面。在此頁可使用煮咖啡計時
器、咖啡重量及咖啡和水比例計算器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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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位鍵

2. LED顯示屏

3. 開機/清零鍵

4. 傳感器

5. 電池盒蓋 

產品總覽

LED顯示屏

無線 無線連接

負號 負數時出現

體積單位 液量盎司

重量單位 磅

重量單位 盎司

體積單位 毫升

重量單位 克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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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

進行常規維護時，請確保遵循以下“注意事項”：
•	 請使用乾燥的軟布擦拭灰塵。
•	 請使用蘸水並擰乾的濕軟面擦乾灰塵。然後使用乾軟面擦乾設備。
•	 請勿用水沖洗設備或將其浸入水中。
•	 	請勿使用推進劑，研磨劑或其他化學藥品擦拭污垢，以免引起變色或故
障。

LED 顯示屏 描述 解答

超載。

設備將關閉電
源。

停止使用該秤進行測量。

低電量。

設備將在四秒鐘
內關閉電源。

同時更換所有三個電池。

請購買授權的電池進行更
換。

型號	 :	 EW3S

供電需求	 :	 4.5V（AAA	batteries電池	x3）

單位顯示	 :	 克/	磅和盎司/	液盎司/	盎司/	毫升

稱重範圍	 :	 3-5000g	(最大稱重	5000g)

分度值	 :	 1g	/	1ml	/	0.05oz	/	0.1fl.oz

工作溫度	 :	 0-40℃

儲存溫度	 :	 -10-60℃	

無線版本	 :	 4.2

無線有效距離	 :	 6m

尺寸	 :	 200	x	160	x	20mm

重量	 :	 365克±10克	(不包括電池)

包裝內容

1.	 Diet	Tracker	IoT智能營養秤

2.	 1.5V	(AAA)	電池	(3個)

3.	使用說明書及保用證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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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問題/可能性原因 解決方法

不能使用	或

顯示屏上的數字閃
一下後消失

•	請檢查是否已安裝電池

•	確保電池極性正確

•	確保電池並沒磨損

設備即時自動關機 •	電池電量太低，需要更換

如何與另一智能手
機進行配對？

•		在前一個已連接的智能手機的“MOMAX	
Smart”應用程式移除EW3S。或

•	長按”UNIT”鍵30秒，直到看到秤上出現“Clr”
字樣，再進行配對。

使用前，請仔細閱讀本用戶手冊，並妥善保存以備將來參考。

1.	 	MOMAX智能營養秤(EW3S)為您提供了一種簡單無縫的管理飲食模式。

2.	 請注意，此設備專為廚房使用而設計，不適用於醫療或商業應用。

3.	 	此設備的最大稱重為5kg，請勿測量超過5kg的物品。如測量結果超過
5kg，LED顯示屏會顯示“Err”，你需要盡快移走該物品，以免對營養
磅造成損壞。

4.	 請勿將用水洗或將此設備浸在水中。

5.	 當LED顯示屏顯示“LO”並關機時，你需要更換電池。

6.	 請避免重摔或撞擊此設備，否則設備會容易損壞。

7.	 請勿在有電磁干擾的環境使用此設備，否則會干擾測量結果。

8.	 當不在使用此設備時，請勿放置任何物件在秤上。

9.	 當長時間不使用此設備時，請取出電池。

10.	請將此設備放在陰涼乾爽的環境中。

注意事項

智能移動應用平台服務協議

請參考移動應用程式內容：在接受本協議之前請您務必仔細閱讀本協議的
移動應用程式全部內容，充分理解條款內容，特別是限制及免責條款。限
製或免除責任條款，私隱聲明，將以加粗或其他醒目形式提示您注意。如
果您對本協議的條款有疑問的，請聯繫相關業務部門進行詢問。除非您已
閱讀並接受本協議及相關協議、規則等所有條款，否則，您無權使用本服
務。一旦您選“同意協議並提交”（具體措辭詳見註冊頁面）並完成註冊
流程，或您以任何方式使用本服務，即視為您已閱讀並同意上述協議、規
則等的約束。如您有違反本協議的任何行為時，智能生活有權根據您違反
的情況隨時單方採取限制、中止或終止向您提供服務等措施，並有權追究
您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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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條款

1.  由購買日期起12個月內，如產品有損壞或故障，經本公司技術人員證實
為在正常使用之情況下發生，本公司將提供免費維修服務；

2.  維修時必須出示本保用證及購買商號之發票正本，如果用戶不能提供，
本公司有權不提供維修服務。用戶可能需要支付相關維修費用；

3.  保用期內，出現以下條款產品保用證自動失效；

 (a) 是可消耗的部件，例如過濾網； 

 (b) 非本公司人員恣意拆解或 維修產品之任何部分；

 (c)  錯誤的操作如：非法接駁電源，以及水、污穢物滲入產品內導致產品
損；

 (d) 不可抗拒意外事件或天然災害導致產品損壞；

4.  此保用證如經塗改，保用證自動失效；

5.  本公司有權增刪任何維修及保用條款而不作通知；

6.  如因錯誤使用本公司產品而導致手提電話或其他電子產品有任何損壞，
本公司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7.  有關 MOMAX 原裝產品和您的手機或電子產品的相容性，請在購買時向
經銷商確認。此產品規格隨時可能變更，恕不另行通告；

8.  請瀏覽 www.momax.net 瞭解最新產品資訊。

Copyright  2021 MOMAX Technolog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MOMAX is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OMAX Technology Ltd.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版權所有  2021 MOMAX Technology Ltd。保留所有權利。 
MOMAX是MOMAX Technology Ltd 的註冊商標。 
 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版權所有	 	2021	MOMAX	Technology	Ltd。保留所有權利。		
MOMAX是MOMAX	Technology	Ltd	的註冊商標。		
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Customer Service / 客戶服務中心 / 客户服务中心
Hong Kong and Macau: 
Unit A, 4/F., Cheung Lung Industrial Building, 
10 Cheung Yee Street,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Hotline: 852-2402 3186       E-Mail: info@momax.net

香港及澳門: 
香港九龍荔枝角長義街10號昌隆大廈4樓A室 
服務熱線: 852-2402 3186     電郵: info@momax.net

中國內地:	
摩米士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廣東省深圳市深南大道7006號萬科富春東方大廈7樓	
郵編:	518000									全國服務熱線:	86-400-886-0010	
電郵:	info@momax.net.cn

Warranty / 保用證 / 保用證

Model / 型號 / 型号: 

Date of Purchase / 購買日期 / 購買日期: 

Remarks / 備註 / 备注: 

1. 請勿將電子產品當成家庭廢棄物丟棄；

2. 請依當地的法例規定處理廢棄的電子產品；

3. MOMAX鼓勵您積極參與電子產品回收計劃。

如何處理廢棄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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