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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欢迎使用 Fitbit Aria 2，本款配备先进技术的无线智能体重秤可用于测量体重、体脂百分比及身体

质量指数 (BMI)，帮助您掌控自己的健康状况。 

目标用途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是一种身体分析仪，用于测量体重，并使用生物电阻抗分析 (BIA) 技术来估

计 13 岁以上健康人群的体脂百分比。 仅供家用。 

包装盒内容 

您的 Fitbit Aria 2 体重秤包装盒内装有： 

● Fitbit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 

● 3 节 AA 电池，已安装 

● Aria 2 快速开始指南 

启动体重秤 

Aria 2 智能体重秤带有 3 节已安装好的 AA 电池。 拉动电池仓处伸出的小塑料凸起，将该凸起部分

移除并启动体重秤。  

 

 



 

 

 

警告 

• 如果您戴有起搏器或其他植入性医疗器械或怀有身孕，请不要使用。  

• 请始终咨询您的医生，确定最适合您的方式。 

• 不适合 13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 Aria 2 体重秤不应用于诊断或治疗任何身体状况。  

• 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指导说明处理电池。 

注意 

• 阅读并保留这些说明。  

• 注意所有警告。 

• 遵守所有说明。  

• 使用秤时请小心谨慎。 

• 潮湿时容易滑倒。 

• 玻璃表面出现开裂时，请勿使用。 这可能造成严重受伤。 

• 如果秤脚破损，请勿使用。 

• 如果任意秤脚上的防滑垫丢失，请勿使用秤。  

• 如果任何塑料部件损坏，请勿使用。 

• 避免掉落。 

• 与您的 Aria 2 接触后，如果发生刺激或其他反应，请勿使用。  

• 请勿将 Aria 2 体重秤暴露在极热或极冷环境中。  

• 请勿让 Aria 2 体重秤长时间接受阳光直射。  

• 请勿让 Aria 2 体重秤靠近明火。 

• 您的秤将接收自动固件更新。 允许这些偶尔的更新在使用前完成。 

 

  



 

 

设置 Fitbit Aria 2 

使用 Fitbit 应用程序设置 Fitbit Aria 2（对于 iPhone 和 iPad 或者 Android 手机）。Fitbit 应用程序与

大多数流行的手机兼容。请参阅 fitbit.com/devices 以查看您的手机是否兼容。 

开始使用： 

1. 下载 Fitbit 应用程序：  

• Apple App Store（适用于 iPhone） 

• Google Play Store（适用于 Android 手机） 

2. 安装并启动应用程序。 

• 如果您已拥有 Fitbit 账户，请登录您的账户  轻击“今日”选项卡 您的

个人资料图片  设置设备。 

• 如果您没有 Fitbit 账户，请轻击注册 Fitbit，根据提示回答一系列问题，创建 Fitbit 

账户。 

3. 继续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操作，将 Aria Air 2 连接到您的账户。  

网络要求 

Aria 2 直接连接您家的无线网络并支持以下网络配置：  

• 无线 802.11b / g / n，2.4 Ghz 标准 

• WEP / WPA / WPA2 个人安全 

• 自动 (DHCP) IP 设置（不支持静态 IP 配置） 

Aria 2 需要 802.11b/g/n-兼容网络以连接和同步您的体重秤数据至 Fitbit 数字面板。   

将您的体重秤连接到 Wi-Fi 网络： 

1.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从可用选项列表中选择您首选的 Wi-Fi 网络。通过将 Aria 2 连接到 Wi-

Fi 网络，您的体重秤将自动并私密地将您的统计数据无线传输或同步至您的 Fitbit 账户，

以帮助您跟踪进度。 

2. 输入您的 Wi-Fi 网络密码，Aria 2 将尝试自动连接。 

注意：选择网络时，您可以通过选择其他选项来手动输入您的 Wi-Fi 网络信息。 

当您完成 Wi-Fi 网络连接后，请选择一个个性化图标，它会在每次使用和通读新体重秤指南后

出现在您的 Aria 2 屏幕上。  

相关逐步说明，请参阅 help.fitbit.com。 

https://www.fitbit.com/global/us/technology/compatible-devices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fitbit-activity-calorie-tracker/id462638897?mt=8&ign-mpt=uo%3D4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fitbit.FitbitMobile
https://help.fitbit.com/articles/en_US/Help_article/1873.htm


 

 

如果设置、使用或维护 Aria 2 智能秤过程中需要帮助，或要报告意外的操作或事件，请联系 Fitbit 

客户支持。 

更改您的 Wi-Fi 网络 

如果您更改了名称、密码、路由器或 Wi-Fi 网络供应商，则需要通过上述设置方法将 Aria 2 重新连

接至更新后的网络。 

相关逐步说明，请参阅 help.fitbit.com。 

  

http://help.fitbit.com/
http://help.fitbit.com/
http://help.fitbit.com/articles/en_US/Help_article/1158


 

 

使用 Fitbit Aria 2 

Fitbit Aria 2 体重秤测量您的体重、体脂百分比和身体质量指数 (BMI)。关联您的 Fitbit 账户后，您

的体重秤将自动、私密地将测量值同步到您的数字面板。 

完成一次称重 

按照以下步骤在 Aria 2 上完成一次称重： 

1. 将体重秤置于平整坚硬的表面。  

2. 脱下您的袜子和鞋子，然后赤脚踏上秤。  

 
 

Aria 2 将显示您的体重和体脂百分比读数。  

 

3. 请从体重秤上下来。 Aria 2 会自动将您的统计数据传送至数字面板。  

 

如果您在体重秤上看到错误消息，请参阅 help.fitbit.com。 

查看您的数据 

在您称重完毕并且 Aria 2 完成同步后，您可以在数字面板中查看数据。 在数字面板上，您可以跟

踪进度，查看您的统计数据，包括以图表显示的瘦体体重，此外还可手动输入或删除体重。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elp.fitbit.com。 

邀请其他用户使用体重秤 

最多可以让八位用户将其 Fitbit 账户与一台 Aria 2 体重秤同步。 如果账户未与体重秤关联的人站

上秤，则体重秤只会显示体重（体脂比和身体质量指数不会显示）。 已注册用户可看到该体重读

数属性为“访客”。 

http://help.fitbit.com/articles/en_US/Help_article/1489
http://help.fitbit.com/articles/en_US/Help_article/1287


 

 

 

相关逐步说明，请参阅 help.fitbit.com。 

重新指定测量数据 

如果同一台秤上的两位用户体重或身体构成相近，您的 Aria 2 将提示您根据他们的个性化图标选

择正确的用户。 如果选择了错误的用户，或者体重归属不当，您可以在 Fitbit 应用程序内或 

fitbit.com 网站上将该体重重新分配至正确的用户。 

相关逐步说明，请参阅 help.fitbit.com。 

 

如果您的体重秤持续将您识别为访客，请参阅 help.fitbit.com。 

选择普通或精益模式 

“精瘦”模式则适用于专业或高水平的运动员，比如马拉松运动员或健美运动员。 体脂相对肌肉重

量而言较低的人士可考虑选择精瘦模式，以提高体重秤的精度；但是许多健康活跃的人士在“普

通”模式下的读数更加精准，该模式适合绝大多数用户。  

相关逐步说明，请访问 help.fitbit.com。 

确保精度 

参照以下提示，从体重秤上获得最准确最稳定的读数： 

● 光脚使用 Aria 2。 如果您穿着鞋子或袜子，体重秤无法测量体脂百分比。 

● 称重前，确保双脚干燥。 

● 使用时，将体重秤放置在坚硬、平整的表面上。 在较软的表面（如地毯或油布上）使用体

重秤，可能影响 Aria 2 读数的准确性。 

● 站在体重秤上时，让体重平均分布在双脚上。  

● 每天的同一时刻称重，以查看稳定趋势。 您的体重和体脂百分比将随着一天的时间而自然

变化。 

● 如果 Aria 2 在测量操作中被拿起或移动，或者在不使用时被侧置到墙边，那么体重秤将会

在下次测量体重之前执行校准程序。 在重新校准前，需进行最多两次的连续称重，以保证

体重秤显示精准的测量结果。  

注意：体脂百分比、BMI 和瘦体重测量要求 Aria 2 体重秤已与 Fitbit 账户关联设置。称重并不要求

您完成此设置。 

https://help.fitbit.com/articles/en_US/Help_article/1155
https://help.fitbit.com/articles/en_US/Help_article/1498
http://help.fitbit.com/articles/en_US/Help_article/1167
https://help.fitbit.com/articles/en_US/Help_article/2223/#lean


 

 

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将清除所有用户数据，包括存储的体重数据和 Wi-Fi 网络。 要恢复出厂设置，请完

成以下步骤：  

1. 将体重秤翻转并拉出标签，从电池仓中取出盖子。 

2. 取出电池。 

3. 按下电池槽正上方的小按钮。  

4. 在按下按钮的同时，重新插入电池。 确保按下按钮至少十秒钟。  

5. 将盖板放回电池仓，然后按下直至其盖紧。 

6. 翻转您的体重秤并开始设置过程。  

  



 

 

Fitbit Aria 2 一般信息和规格 

传感器 

四个压式传感器测量体重。 体脂信息测量通过生物电阻抗技术，以及基于体重和用户账户数据的

计算得出。 

体重秤使用生物电阻抗分析来测量体脂。 氧化铟锡 (ITO) 电极在体重秤上构成了一个图案，并发

送穿过身体的小安全信号，测量抗阻。 

限制 

● 体重秤的称重范围是 10-400 磅（4.5-181.4 千克）。 

● Aria 2 的所有者为预期操作者。  

● 用户不可自行维修 Aria 2。如果您需要体重秤相关协助，请联系支持部门。 

电池和电源 

● 内含 3 节标准 1.5V AA 碱性电池 

（工作电压：标称 4.5V） 

● 无需电源线 

要更换 Aria 2 中的电池，请完成以下步骤： 

1. 将体重秤翻转并拉出标签，从电池仓中取出盖子。 

 
2. 取出电池。 

http://help.fitbit.com/?cu=1


 

 

 
3. 按电池仓指示插入 3 个 1.5V 的 AA 碱性电池。 

 
4. 将盖板放回电池仓，然后按下直至其盖紧。 

5. 将体重秤正面放置，等候一会，待 Aria 2 校准完毕后即可开始称重。 

 

Aria 使用的碱性 1.5V 电池具有约 1 年的标准电池续航时间。 实际电池使用寿命可能因电池型号不

同而有所差异。 根据需要更换电池。 

尺寸和重量 

 长度 宽度 深度 重量 

Aria 2 智能体重秤 
12.3 英寸 

31.2 厘米 

12.3 英寸 

31.2 厘米 

1.3 英寸 

31.9 毫米 

4.7 磅 

2.13 千克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41° 至 104° F 

（5° 至 40° C） 

相对湿度 
相关湿度高达 93% 

Aria 2 可在潮湿的浴室环境中使用。 

储存和运输 
-25°C 至 70°C 

相关湿度高达 93% 

环境压力范围 700kPa 至 1060kPa 

防护等级 IP53：该符号表明体重秤可防尘防水。 

注意：将 Aria 2 放置在坚硬平整的表面上，可保证您看到最稳定和可靠的读数。 

保养和维护 

根据需要清洁 Aria 2，清除灰尘和泥土。 如需清洁体重秤，请按照以下提示进行操作： 

 

● 首次使用之前，用温和的清洁剂用湿布擦拭表面。  

● 请勿将 Aria 2 浸入水中或使用高压水枪（如莲蓬头）清洁其表面。 

● 请勿在体重秤表面使用消毒抹布、氯或高浓缩玻璃清洁剂。  

● 请勿使用擦洗剂清洁体重秤。 

  



 

 

监管与安全通知 

型号名称：FB502 

体重秤使用生物电阻抗分析来测量体脂。 ITO 电极在体重秤上构成了一个图案，并发送贯穿身体

的小安全信号以测量抗阻。 

BF 型应用部件 

此符号表示体重秤表面是 BF 型应用部分，旨在与用户之间提供电生理信号。 体重秤使用生物电

阻抗分析来测量体重。 ITO 电极在体重秤上构成了一个图案，并发送贯穿身体的小安全信号以测

量抗阻。 

除美国外，Aria 2 在以下所有国家/地区均不被视为医疗器械。 

美国：联邦通讯协会 (FCC) 声明 

本设备符合 FCC 第 15 款之规定。 

操作需遵循如下两个条件： 

此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而且 

必须能够承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设备异常运行的干扰 

FCC 警告 

未经 Fitbit, Inc. 认证的更改或修改,可能使用户对设备的操作权限失效。 

注意：此设备已经过测试，符合 FCC 第 15 部分规定对 B 类数字设备的限定要求。这些限定要求的

制定，旨在为家居安装设备提供合理保护，免受有害干扰。该设备可能会产生、使用及发放射频

能量，如未按照说明安装和使用，可能对无线通讯造成干扰。但也不能保证个别安装不会产生有

害干扰。如果通过将该设备关闭再开启的方式，测定该设备确已干扰到无线或电视接收，我们建

议用户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矫正干扰： 

调整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增加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将设备连接在回路出口上，连接位置与接收器连接的位置不一样。 

咨询经销商或者有经验的广播/电视技术人员来寻求帮助。 



 

 

该设备符合 FCC 对公共场所或未受管制环境下的射频辐射要求。 

FCC ID：XRAFB202 

加拿大：加拿大工业部 (IC) 声明 

该设备符合 IC 关于公共和非受控环境中的射频能量暴露值的要求。 

Ce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onditions de la IC en matière de RF dans des environnements publics ou 

incontrôlée 

依据 RSS GEN 最新版本的 IC 用户须知： 

本设备符合加拿大工业部免许可 RSS 标准。  

操作需遵循如下两个条件： 

1. 此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且 

2. 必须能够承受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设备异常运行的干扰 

Ce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vec Industrie Canada RSS standard exempts de licence (s). Son utilisation est 

soumise à Les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1. cet appareil ne peut pas provoquer d’interférences et  
2. cet 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e interférence, y compris les interférences qui peuvent causer un 

mauvais fonctionnement du dispositive 

IC：8542A-FB202 

欧盟 (EU)  

简要欧盟符合声明 

Fitbit, Inc. 特此声明，无线电设备型号 FB202 符合欧盟指令 2014/53/EU。欧盟符合性声明的全文载

于以下网址：http://www.fitbit.com/safety。 

 

Déclaration UE de conformité simplifiée 

Fitbit, Inc. déclare par la présente que les modèles d’appareils radio FB202 sont conformes à la Directive 

2014/53/UE. Les déclarations UE de conformité sont disponibles dans leur intégralité sur le site suivant: 

www.fitbit.com/safety. 

http://www.fitbit.com/safety
http://www.fitbit.com/safety


 

 

 

Dichiarazione di conformità UE semplificata 

Fitbit, Inc. dichiara che il tipo di apparecchiatura radio Modello FB202 è conforme alla Direttiva 

2014/53/UE. Il testo completo della dichiarazione di conformità UE è disponibile al seguente indirizzo 

Internet:www.fitbit.com/safety. 

 

Vereinfachte EU-Konformitätserklärung 

Fitbit, Inc. erklärt hiermit, dass die Funkgerättypen Modell FB202 die Richtlinie 2014/53/EU erfüllen. Der 

vollständige Wortlaut der EU-Konformitätserklärungen kann unter folgender Internetadresse abgerufen 

werden: www.fitbit.com/safety. 

 

Declaración UE de Conformidad simplificada 

Por la presente, Fitbit, Inc. declara que el tipo de dispositivo de radio Modelo FB202 cumple con la 

Directiva 2014/53/UE. El texto completo de la declaración de conformidad de la UE está disponible en la 

siguiente dirección de Internet: www.fitbit.com/safety. 

 

 

安全声明 

此设备已经经过测试，符合 EN 标准安全证书参数 EN60950-1:2006 + A11:2009 + A1:2010 + A12: 

2011 + A2:2013 中的要求 

完整的合规性说明可见 https://www.fitbit.com/legal/safety-instructions 

频率信息 

频带 (MHz)：2400-2483.5 

范围内最高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dBm)：19.96 

http://www.fitbit.com/safety
http://www.fitbit.com/safety
http://www.fitbit.com/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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אישור התאמה 51-61295  

. אי לבצע כל שינוי טכני בחלק המודולארי של המוצר  

日本 

 

 

必要に応じて、電池を交換してください。 

 



 

 

 

阿曼 

 



 

 

菲律宾 

 

塞尔维亚 

 

  И 005 17 

新加坡 

 



 

 

南非 

 

韩国 

클래스 B 장치 (가정 사용을위한 방송 통신 기기) : EMC 등록 주로 가정용 (B 급)으로하고, 모든 지역에서 사용할 수 있습니다 

얻을이 장치. 

 

阿联酋 

TRA 注册编号：ER56880/17 

经销商编号：35294/14 

越南 

 

 



 

 

环境指标 

指导和制造商声明 - 电磁辐射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适用于以下指定的电磁环境。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的客户或

用户应确保它在这样的环境中使用。 

辐射测试 合规 电磁环境 – 指导 

RF 辐射 CISPR 11 第 1 组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使用的射频能量

仅用于其内部功能。 因此，其 RF 辐射

非常低，不可能对附近的电子设备造成

任何干扰。 

RF 辐射 CISPR 11 B 类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适用于各类场

所，但直接连接公共低压供电网（为住

宅类建筑供电）的住宅等场所除外。 
谐波发射 IEC 61000-3-2 不适用 

电压波动/闪烁发射 IEC 

61000-3-3 

不适用 

 

指导和制造商声明 - 电磁抗扰度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适用于以下指定的电磁环境。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

它在这样的环境中使用。 

抗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试级别 合规级别 电磁环境 - 指导 

抗静电 (ESD) 

IEC 61000-4-2 

±8 kV 接触 

±15 kV 空气 

±8 kV 接触 

±15 kV 空气 

地板应为木地板、混

凝土或瓷砖地板。  如

果地板使用合成材料



 

 

铺盖，则相对湿度应

至少为 30％。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IEC 61000-4-4 

±2 kV 电源线 

±1 kV 输入/输出线 

不适用 不适用 

Surge 

IEC 61000-4-5 

±1 kV 线至线 

±2 kV 接地线 

不适用 不适用 

电压瞬断变异 

IEC 61000-4-11 

0 % UT；0.5 回路  

在 0°、45°、90°、

135°、180°、225°、

270° 和 315°  

 

不适用 不适用 

0 % UT；1 个回路 

和 

 

70 % UT；25/30 个回

路 

 

单相：在 0° 

 

0％UT；250/300 回路  

 

工频 (50/60 Hz) 磁场 

IEC 61000-4-8 

30 A / m 30 A / m 工频磁场应为典型商

业或医院环境中常见

位置的典型强度。 

注意：Ut 是应用测试级别之前的交流电源电压。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不符合 IEC 60601-1-2 的基本性能要求 

根据 IEC 60601-1，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用户为目标操作人员，可在不使用设备时执行所述功能

和维护。  

警告：使用本设备时，应避免与其他设备相邻或堆叠，这可能导致操作不当。如果需要这样使

用，应对本设备和其他设备进行观察，以确认其可正常运行。 

遵循 ESD 预防措施，防止损坏和触电等潜在危险。 

指导和制造商声明 - 电磁抗扰度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适用于以下指定的电磁环境。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

它在这样的环境中使用。 

抗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试级别 合规级别 电磁环境 - 指导 

 

 

 

 

 

 

 

 

 

传导 RF 

IEC 61000-4-6 

 

 

 

 

 

 

 

 

 

 

 

3 Vrms 

150 kHz 至 80 MHz 

 

 

 

 

 

 

 

 

 

 

 

不适用 

 

 

 

便携式和移动式射频通信设备

不应该靠近 Aria 2 无线智能体

重秤的任何部分，包括电缆，

距离不得小于发射机频率的公

式计算的推荐间隔距离。 

 

推荐间隔距离 

 

不适用 

 

 

 

d = 1.17* √P 80 MHz 至 800 MHz 

 

d = 2.33* √P 800 MHz 至 2.5 GHz 



 

 

辐射 RF 

IEC 61000-4-3 

10 V / m 

80 MHz 至 2.7 GHz 

80% AM，1kHz 

 

10 V / m  

其中 P 是根据发射机制造商确

定的发射机最大额定输出功率

（以瓦 (W) 为单位），而 d 是

建议的间隔距离（以米 (m) 为

单位）。 

 

来自固定射频发射机的场强，

由电磁场测量 a 确定，应小于

每个频率范围 b 内的合规水

平。 

 

干扰可能发生在标有以下符号

的设备附近： 

 

 

注 1 在 80 Mhz 和 800 Mhz 时，适用较高的频率范围。 

注 2 这些准则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电磁传播会受建筑结构、物体和人体吸收和反射的影

响。 

a 来自无线电（蜂窝/无线）电话和陆地移动无线电基站、业余无线电、AM 和 FM 无线电广播以

及电视广播等固定发射机的无法在理论上准确预测的场强。为了评估固定射频发射机的电磁环

境，应考虑电磁现场调查。如果使用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的位置测量的场强超过了上述适用

的 RF 合规级别，则应观察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是否正常运行。如果观察到异常表现，可能需

要采取其他措施，例如重新定向或重定位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 

b 在 150 kHz 至 80 Mhz 的频率范围内，场强应小于 3 V/m。 

 

便携式和移动射频通信设备与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之间推荐的间隔距离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适用于控制辐射 RF 干扰的电磁环境。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的客户或用

户可以通过在便携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发射机）和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之间留出最小间隔距

离，以防止电磁干扰通讯设备，该距离根据通讯设备最大输出功率确定。 

变送器额定最大输出

功率 

 

三 

根据变送器的频率确定的间隔距离 

分钟 

150 kHz 至 80 MHz 

 

d = 1.17* √P 

80 MHz 至 800 MHz 

 

d = 1.17* √P 

800 Mhz 至 2.5 GHz 

 

d = 2.33* √P 

0.01 不适用 0.12 0.23 

0.1 不适用 0.37 0.74 

1 不适用 1.17 2.33 

10 不适用 3.7 7.37 

100 不适用 11.7 23.3 

对于上文中未列出最大而定输出功率的发射机，推荐的间隔距离 d（以米 (m) 为单位）可以通

过使用适用于发射机频率的公式来估算，式中 P 是根据变送器制造商确定的发射机最大额定输

出功率（以瓦 (W) 为单位）。 

注 2 在 80 Mhz 和 800 Mhz 时，适用较高频率范围的间隔距离。 

注 2 这些准则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电磁传播会受建筑结构、物体和人体吸收和反射的影

响。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符合在 2400-2483.5 Mhz 频段工作的无线 IEEE 802.11b（CCK / BPSK 调制）。 

有效辐射输出功率为 25 dBm。  



 

 

即使该设备符合 CISPR 排放要求，便携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也可能影响 Aria 2 无线智能体重秤的运

行。 

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指导说明处理电池。 

处置与回收信息 

 

产品或产品包装上的该标识表示该产品必须在其寿命终结时，与普通生活垃圾分开进行单独处理。

请注意，您应该在回收中心处理电子设备，这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欧盟每个国家应设有本国自

己的回收中心，以便电器电子设备的回收利用。有关您当地回收站的信息，请联系当地电器电子

设备废品管理有关部门，或向您出售该产品的零售商查询。 

Le symbole sur le produit ou sur son emballage signifie que ce produit à la fin de sa vie doit être recyclé 

séparément des déchets ménagers ordinaires.Notez que ceci est votre responsabilité d'éliminer les 

équipements électroniques à des centres de recyclage afin d'aider à préserver les ressources 

naturelles.Chaque pays de l'Union européenne a ses centres de collecte et de recyclage pour le 

recyclage des équipements électriques et électroniques.Pour plus d'informations ou trouver un centre 

de recyclage, contactez votre commune ou le magasin où vous avez acheté le produit. 

• 不要将 Aria 2 智能体重秤和生活垃圾一起处理。 

• 电池不能随城市垃圾一同处理，必须单独收集。 

• 包装和 Aria 智能体重秤的处理必须遵循当地法律。  

                

  



 

 

帮助和质保 

帮助 

Aria 2 的故障排除和相关帮助，请参阅 help.fitbit.com。 

退货政策和保修 

要查看保修信息和 Fitbit.com 商店退货条款，请访问 fitbit.com/returns。 

 

 

 

 

 

 

 

 

 

 

 

 

 

 

 

 

 

https://help.fitbit.com/
http://www.fitbit.com/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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