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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智能化



歡迎光臨
Spire 歡迎你！

Health Tag為您監測呼吸規律、心跳頻率、活

動和睡眠，助您活得更健康。

Spire伙伴應用程式全面展示您的日夜生活整

體狀況，助您達到長短線健康目標。

只要穿上衣服，Health Tag立即伴您起行！



Health Tag量度

呼吸規律

從您的身體擴張和收縮，感應您的呼吸頻率和一致程度

心跳頻率及變化

以光學感應脈搏，測量您的心跳速度和節奏

心理狀態

測量步數、卡路里、運動量及更多

活動

步數、卡路里、運動及更多

睡眠

您的睡眠規律及質素包括睡眼階段、時數及轉醒次數



使用 Health Tag

根據 Spire 應用程式的指示，正確地把Health Tag貼在內衣、胸圍、睡衣或運動服裝上。 

當您貼Health Tag時，請特別注意：

把Health Tag貼好在衣服上後，請等待 24 小時，然後才洗衣服。 之後，您可以連

Health Tag一起如常洗衣服！

請瀏覽 www.spire.io/FAQ 了解更多如何貼Health Tag的詳情。

1. 將Health  Tag貼在內衣的前褲/裙頭，或您胸圍的背帶內。

2. 將Health  Tag的軟面向內與皮膚接觸。

3. 將Health  Tag貼在不同衣服的稍為不同位置。



Health Tag使用貼士

Spire Health Tag與 Spire 結合使用。 

當使用Health Tag時，請注意︰

• Health Tag會自動在您穿衣服時啟用及停用。

• 綠燈可能不會亮起。 這屬於正常。

• 您只需要把一對Health Tag與 Spire 應用程式配對。

在您套裝裡的其餘Health Tag會自動配對。 您的Health Tag備有長壽命的電池，毋須充

電。 電池壽命視使用方式而定。

請瀏覽www.spire.io/FAQ以了解更多有關Health Tag使用方法的資訊。



移除 Health Tag

有時，您可能想要Health Tag從一件衣服移到另一件衣服。

若Health Tag貼在一件衣服上未夠 5 分鐘，您可以慢慢把Health Tag除下來，

然後貼在其他衣服上。

若Health Tag貼在一件衣服上超過 5 分鐘，您要先替換Health Tag背後的貼紙才

可以貼在其他衣服上。

您的Health Tag套裝備有額外的貼紙。 另外亦備有貼紙清除器，若仍然有貼紙殘

留在衣服上，您只要把衣服放到洗衣機和乾衣機，即可清除貼紙膠漬。



移除 Health Tag

Health Tag的貼紙是經過特別設計的雙面貼紙。

若要替換貼紙，請您：

1. 先除去Health Tag上已經用過的貼紙。 然後，取出一張新貼紙，除去貼

紙一面的保護紙。 貼紙兩面相同，所以可以用任何一面。

2. 把貼紙貼在Health Tag的背面，並用拇指用力按著 5 秒鐘。

3. 除去貼紙另一面的保護紙。 把Health Tag貼到新的衣服上。



需要幫助嗎？

請電郵︰hello@spire.io 或致電: 1-800-501-CALM 1-800-501-CALM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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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規定
Spire Health Tag
本裝置符合 FCC 規定的第 15 部分。 操作需要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1) 本裝置並不導致有害干擾；及 (2) 本裝置必須接受任何干擾，包
括可能引致不良操作的干擾。

注意事項︰本設備經過測試，根據 FCC 規定第 15 部分，符合 B 級
數碼裝置的限制。本些限制為提供合理保護，以防止家居用品導致
有害干擾而設。 本設備產生、使用，並可能發放無線電頻率，若不
根據指示安裝，可能會干擾無線電通訊。 但並無保證指定的安裝方
式不會造成干擾。 使用者可以透過開關設備以確定是否造成干擾，
若確定干擾收音機及電視接收，建議使用者以下列一項或多項方式
解除干擾︰

• 移動接收天線的方向或位置。
• 把設備移到距離接收天線更遠的地方。
• 把設備連接到與接收天線不同的電路插座。
• 向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技術人員查詢。

重要事項︰未經 Spire 授權而變更或修改本產品可能會違反電磁兼容
性（EMC）及無線合規性，並令您無權操作本產品。 在包括系統不
同部分之間使用合規格的周邊設備及有掩蔽的傳輸線的情況下，本產
品已證明符合 EMC 規定。 請在系統不同部分之間使用合規格的周邊
設備及有掩蔽的傳輸線，以減少干擾收音機、電視及其他電子裝置。
FCC ID: 2ACF5S2
加拿大 - 加拿大工業部合規聲明
本設備符合不受控制環境的 IC RSS-102 輻射暴露限制標準。 切勿
把本發射器與任何其他天線或發射器一同放置或操作。

本裝置符合加拿大工業部牌照-例子 RSS 標準。 操作需要符合以下兩個
條件︰ (1) 本裝置並不導致有害干擾；及 (2) 本裝置必須接受任何干擾，
包括可能引致不良操作的干擾。 根據加拿大工業部規定，操作本無線電發
射器的天線，只可以使用經加拿大工業部批准的發射器類型及最大（或最
少）增益的天線。 為減少可能對其他使用者造成的無線電干擾，天線類型
及增益應等效同位輻射功率（e.i.r.p.），並不超過成功通訊所需的功率。

Déclaration réglementaire de l’IC (Industrie Canada)
Ce matériel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 dose d’exposition aux 
rayonnements ic rss-102 énoncées pour un autre environnement.cet 
émetteur ne doit pas être situées ou opérant conjointement avec toute 
autre antenne ou l’émetteur.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2) l’utilisateur de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對於澳洲顧客︰ 我們的產品保證不能被澳洲消費者法豁免。 您有權對重
大故障要求更換或退款，亦有權對於任何其他可合理預期的損失或破壞要
求賠償。若產品質量不能接受而並不構成重大故障，您亦有權要求修整
或更換產品。

商標
Spire®、the Spire wave 以及 Spire Health Tag 是 Spire, Inc. 的註冊
商標，Bluetooth® 字樣及標誌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註冊商標，並由
其擁有，而 Spire, Inc. 根據許可使用這些標誌。 其他商標及商業名稱為
其各自的擁有者所有。
ID FCC: 2ACF5S2
CAN ICES-3 (B)/NMB-3(B) IC: 12129-S2



©2018 Spire、Inc. Spire® Health Tags™ -衣服智能化™ 是由 Spire, Inc. 擁有的
註冊商標。

所有其他商標為其各自擁有者所有。

專利申請中。 中國製造。 加州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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