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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電子版完整使用手冊請參閱DrinKup官網
drinkupbottle.com.tw



DrinKup 介紹

歡迎您使用DrinKup，DrinKup是一個可以幫助您補充更多水分的智慧

保溫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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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合金智慧瓶蓋

LED顯示螢幕

316(18-10)
不鏽鋼材質

最高水位位置

雙真空結構
不鏽鋼瓶身

電子內部
感應元件

最高水位位置
保溫瓶裝入飲品時，請勿
超過最高水位位置，以免
溢出或影響偵測功能。



USB線 使用手冊瓶身 瓶蓋

包裝盒內含主體、零配件及說明

產品清潔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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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保護外殼 勿用尖銳物品碰觸

清潔瓶蓋

‧  請確認瓶蓋外的防水保護外殼確

實旋緊，以確保防水效能(充電孔

位置不可露出)。

‧  請用軟質海綿沾上以溫水稀釋過

的廚房用中性洗碗精清洗。

‧  請勿浸泡於水中，以免電子零件

損壞。
‧  清洗時請注意，請勿使用尖銳物品傷到瓶蓋防水膜。

清潔瓶身

‧  請使用有把柄的軟質海綿刷等，沾上以溫水稀釋過的

廚房用中性洗碗精沖洗，沖洗後擦拭水份並晾乾。

‧  若長時間不使用時，瓶子內部應完全乾燥。 

‧  可定期使用食用醋+水以1:10的比例倒入杯體內靜置

30分鐘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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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DrinKup 

若要獲得最佳體驗，手機系統建議為 iOS 9.0 & Android 4.4及以上版

本。

1. 請先為產品充電：

(1) 在產品使用前，請先充電，避免操作過程中沒電，同時保護電池

壽命。

(2) 在充電時會顯示充電燈號，充飽電後充電燈號會自動熄滅。

(3) 充電一接上電源，瓶蓋就會自動開機，無需再開機。

(4) 充飽電後，請務必將"防水橡膠圈"塞回，並旋緊"防水保護外殼"再

使用。(詳情請參閱"P 11 智慧瓶蓋充電說明" )

2. 確認瓶蓋與瓶身已旋緊：

操作瓶蓋前，請確認瓶蓋與瓶身需完全旋緊，

瓶蓋才會顯示燈號資訊。

建議首次使用前清洗瓶子。

(詳情請參閱"P 3 產品清潔注意事項")

確認瓶蓋與瓶身
已完全旋緊

3. 下載 DrinKup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安裝完畢後，請開啟應用程式並點選註冊 DrinKup 帳號，應

用程式會引導您，以協助您建立 DrinKup 帳號，或者您也可以登入您

已有的帳號。

繼續遵循應用程式上的指示來

配對您的DrinKup智慧保溫瓶至

您的行動裝置。配對可確保智

慧保溫瓶和應用程式能夠彼此

通訊 (相互同步資料)。

4. 配對完成開始使用DrinKup

每次您開啟 DrinKup 應用程式(手機藍牙也需開啟)時，若配對的智慧

保溫瓶在附近，便會自動同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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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機

智慧瓶蓋操作說明

1. 確認瓶蓋與瓶身已旋緊：

操作瓶蓋前，請確認瓶蓋與瓶身需完全旋緊，瓶蓋才會顯示燈號資訊。

建議首次使用前清洗瓶子。(詳情請參閱"P 3 產品清潔注意事項")

2. 如何開機：

只要將DrinKup瓶蓋充電(接上電源)即可自動開機。

(詳情請參閱 "P 11 智慧瓶蓋充電說明")

3. 如何關機：瓶蓋必須由APP關機。

DrinKup 無需每天開 / 關機，充飽電後維持開機狀態，即可使用長達

30-90天。

只有在搭機等必須完全關閉通訊裝置的情況，才需要關機。

第一步：從右下方的"設定"找到"保溫瓶設定"。

第二步：選擇欲關機的保溫瓶名稱。

第三步：進入後看到"瓶蓋"點按"關機"。

第四步：APP將彈出視窗詢問"確定關機？"按"確定"後APP

                將顯示"已關機"，同時瓶蓋顯示OFF燈號完成關機。

確認瓶蓋與瓶身
已完全旋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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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操作介紹

1. 水分平衡偵測

喝完水時關緊瓶蓋，在相對平穩的狀況下(例如放在桌上或水平方式拿

在手上)，只需5秒瓶蓋就會記錄資訊完成同步。

2. 水分平衡顯示

關緊瓶蓋，保溫瓶維持平穩

狀態1秒，傾斜保溫瓶即可

看見水分平衡顯示。

3. 水溫測量

180度倒置瓶身，待震動後翻轉180度回來，螢幕會自動顯示目前瓶

內水溫 (約5~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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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過熱顯示

瓶內水溫過熱高於 50℃ 時，轉開瓶蓋會顯示HOT。

5. 過期顯示

水瓶超過24小時未取用，轉開瓶蓋時顯示 X。

6. 開啟/關閉瓶蓋震動提醒

水分平衡低於80%時，瓶蓋會發出一次震動提醒。

瓶蓋震動必須由APP開啟 / 關閉。

第一步：從右下方的"設定"找到"保溫瓶設定"。

第二步：選擇欲設定的保溫瓶名稱。

第三步：進入後看到"震動"的項目點"開啟"或"關閉"，按"儲存設定"。

第四步：同時瓶蓋也會顯示對應的燈號，讓使用者了解瓶蓋是否會震動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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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瓶蓋燈號介紹

記錄喝水時段之外

此燈號表示現在為記錄喝水時段之外，智
慧瓶蓋不會自動記錄喝水量，應用程式會

顯示您今日的成果。

測量水溫

透過操作，您可了解即時水溫。

過熱提醒

當瓶內水溫超過攝氏50℃，旋開瓶蓋時將
顯示HOT，提醒小心飲用。

(關緊瓶蓋5分鐘之後，才會觸發此功能)
(水溫50℃±5℃及以上都會顯示HOT，提

醒水溫偏燙飲用時小心)

瓶蓋已開機

開機後LED螢幕會有燈號顯示。

水分平衡

此為均衡喝水指數，理想的喝水建議
保持在90%以上。

瓶蓋已關機

關機後，LED螢幕不會顯示燈號，
也不會記錄喝水。

喝水提醒

當水分平衡降至80%以下，將自動提醒您
喝水，每隔數秒出現此燈號，直到您水分
平衡高於80%(或記錄喝水時段結束)即不

再顯示。

水瓶未配對

此燈號表示水瓶與手機尚未配對，請進行
配對步驟即可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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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同步中

動態的>>>燈號，表示瓶蓋正在
自動同步喝水記錄至APP。

請立即同步

靜態的>>>燈號，表示瓶蓋需要立
即和APP同步，校正時間資訊。

韌體更新中

由APP點擊更新韌體，瓶蓋更新韌體時將
出現此燈號，更新完畢將自動重新開機(顯

示ON燈號)。

過期提醒

超過24小時未取用水瓶，旋開瓶蓋時將顯
示X，提醒要喝新鮮的水。

配對中

連線配對中，請稍候。

配對成功

此燈號表示保溫瓶與您的手機
已完成配對。

瓶蓋震動已關閉

在水分平衡低於80%時，瓶蓋不震
動提醒。

瓶蓋震動已開啟

水分平衡低於80%時，瓶蓋會發出
一次震動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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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溫偵測中

瓶蓋正在測量水溫，關緊瓶蓋5分鐘
會自動測量水溫，在此過程中打開瓶蓋

會出現此燈號。

瓶蓋電量低於10%

充電時顯示此燈號，表示此時瓶蓋電量
低於10%，持續充電即會出現動態的

充電中燈號。

需充電提示

此燈號提醒您需為瓶蓋充電。

充電中燈號

充電過程會出現動態的電池燈號。

瓶蓋若需重新開機(RESET)，請打開USB

軟塞，以迴紋針尖端刺入充電孔下方的

小孔，直到ON燈號亮起即完成，重新開

機後可如常使用。

瓶蓋重新開機 (RESET)

重置RESET鈕
位於USB接頭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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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橡膠圈 USB充電孔

智慧瓶蓋充電說明

‧ 在產品使用前請先充電，避免操作過程中沒電，同時保護電池壽命。

‧ 在使用USB充電前，請先確認瓶蓋是否確實乾燥再進行充電。

1. 瓶蓋充電提示

出現此燈號提醒您需為瓶蓋充電。

2. 瓶蓋是否確實乾燥

在使用USB充電前，請先確認瓶蓋是否確實乾燥再進行充電。

3. 旋開防水保護外殼

向右旋開"防水保護外殼"。

4. 扳開防水橡膠圈

轉開外殼後會看到防水橡膠圈。從左側凹槽以指甲扳開露出充電孔。

5. 插上USB線

插上USB進行充電。

防水保護外殼

旋開

USB充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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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充電燈號

充電時若顯示此燈號，表示此時瓶蓋電量低於10%，持續充電即會出

現動態的充電中燈號。

充電中電池燈號會持續動態顯示，直到充電完成燈號會自動熄滅。

7. 確實將防水橡膠圈塞回

完成後請確實將防水橡膠圈塞回，並確認防水橡膠圈是否確實在正確

位置上並卡上無變形。

8. 關緊防水保護外殼

瓶蓋清洗時、以及保溫瓶使用時，請確定防水橡膠圈確實塞回，並將

防水保護外殼向左旋緊至關閉狀態。

確認防水橡膠圈塞回

旋緊

防水保護外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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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注意事項

‧ 請務必遵照使用手冊上的指示步驟將本產品充電。
‧ 請勿使用任何受損的充電器或已損傷的充電線。
‧ USB線勿任意扭曲、拉扯。USB線如有破損而繼續使用將造成觸電、 
短路及火災之風險。

‧ 請勿私自更換產品零件，或進行強烈撞擊、破壞等動作。
‧ 若有安裝或使用上的問題，勿強行安裝或插拔，以免損壞硬體設備。
‧ 勿將本產品長時間置於陽光高溫直接曝曬照射之處或高溫車內環境，
如此可能導致本產品損壞或產生危險。 

‧ 避免在高溫及潮濕的環境下充電，以防產生火花及觸電之風險。
‧ 勿使用潮濕的手拔除充電線或觸碰充電線以免危險及影響產品性能。
‧ 產品若不常使用，請每三個月充放電一次，避免電池過久沒使用，而  
造成電池損壞。

‧ 請勿使用多孔插座或配線器具，DC5V電壓勿超載使用，勿使用機體
本 身標示以外的電壓。

‧ 請在攝氏0到40℃(華氏 32 到 104℉)的溫度間進行電池充放電，如
果電池充放電時的環境超出指定的範圍，可能造成電解液漏出、發熱
或其他損壞。

‧ 請勿讓水或任何液體接觸到瓶蓋內電池。
‧ 請勿將瓶蓋與金屬物品放在一起，倘若金屬接觸到Micro USB的正負
極時會造成短路及損壞。

‧ 不當使用本產品可能會導致火災、爆炸或其他災害。
‧ 請務必將瓶蓋置於遠離火源之處，以避免起火或爆炸。
‧ 嚴禁幼童使用及玩耍，存放時，請放置安全場地。
‧ 請根據所在地法規妥善棄置使用過之瓶蓋。
‧ 請勿將此瓶蓋用於其他產品上。
‧ 請勿讓瓶蓋跌落地面或受到撞擊。
‧ 請勿使用洗碗機、烘碗機等清洗、烘乾。
‧ 請勿使用研磨粉、金屬清潔球、去漬油或含有氯的清潔劑以免導致商
品表面刮傷、生銹或腐蝕。

‧ 請勿裝入乾冰、碳酸飲料以避免商品內壓上升，造成內容 物噴出或
瓶蓋無法打開等問題。

‧ 請勿裝入酸性飲料或含有鹽份之湯汁或液體，有可能會導致保溫不良
問題產生。

‧ 奶類、豆類、果汁等飲品，建議於30分鐘內食用完畢，避免因長時
間置於密閉環境而導致飲品腐壞，產生沼氣使內部壓力升高，可能造
成瓶蓋無法打開或內容物噴出等危險。

‧ 請勿使用微波爐加熱。
‧ 請勿放入熱水中煮沸。
‧ 請勿放入冰箱冷藏或冰凍。
‧ 請勿使用於保溫保冷飲料以外之用途。
‧ 放入熱飲時請小心使用。
‧ 請勿於傾斜狀態或靠近臉部時打開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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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警語 /注意事項
根據 NCC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規定：
‧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
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
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
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
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 本產品為 NCC 認證合格的產品型式，非經許可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是
變更原設計之功能與特性。

‧ 本產品為一防水功能的整體設計，非經許可不得擅自拆除固定螺絲與機殼等，造成
防水功能與保固失效。

‧ 為避免造成受傷或燙傷，在使用前請務必詳閱完整版「操作手冊」，並務必遵循指
示正確使用本產品。 

1. DrinKup 保固期限

自出貨日期起DrinKup可享有1年保固。

2. 保固內容

商品依使用說明書正常操作而發生故障時，免費維修。

保證期間內，發生人為因素造成故障(使用不當、碰撞或摔落)，維修時

將酌收零件費及維修費。

保固期限內不保障遺失或遭盜竊所發生的損失。

3. 取消與退貨 

取消訂單請透過service@mydrinkup.com與我們聯繫，並提供您的

訂單號碼取消訂單，如訂單已出貨就無法取消。

退貨請參閱我們的「DrinKup 智慧保溫瓶 – FAQ」退貨流程

https://drinkupbottle.com.tw/pages/returns。

4. 問題與建議 

我們很樂意聽到您的聲音！

請透過service@mydrinkup.com與我們聯繫。我們致力於提供優質

的產品和優質的客戶服務。

保固內容＆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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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身材質：嚴選SUS 316不鏽鋼 (內層)

                      SUS 304不鏽鋼 (外層)

‧ 保溫效果：保溫12小時/保冷24小時

‧ 工作環境溫度：-10℃~50℃

‧ 內容物耐溫：0℃~100℃

‧ 瓶蓋材質：鋁合金6061、食品級PP、

                      Tritan塑料(BPA FREE)

‧ 尺寸(瓶蓋+瓶身)：高249mm x 寬73mm /17oz (500ml)

‧ 瓶蓋尺寸：直徑50mmｘ高55mm

‧ 智慧螢幕：5 x 16 LED lattice screen

‧ 產品總重量：350 ± 10g

‧ 電池規格：400mAh鋰聚合物電池

‧ 充電規格：Micro USB 5V / 500mA

‧ 電池待機時間：180天

‧ 電池充飽使用時間：30~90天

‧ 連線方式：Bluetooth 4.2 BLE　

‧ APP支援：iOS 9.0 & Android 4.4以上

‧ 包裝盒內容物： DrinKup Smart Bottle 1個

                               Micro USB 連接線 1條 (USB Cable盒內)

                               快速入門指南

‧ 製造地：台灣

產品規格

上述產品規格，本公司保有以任何形式修改、說明與解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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